
高教社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事业部简介

近年来，按照“弘扬学术，繁荣文化”的办社宗旨，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自然科学学术出版领域取得较快

发展。目前，在供学术图书 １１００余种，其中 ２００余种英文图书销往海外，内容涵盖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的
主要学科，获得多项国家级的出版奖项和基金资助；出版 ２０余种面向全球市场的英文学术期刊，其中数
学、物理、计算机、环境、地学、材料、化工、蛋白质与细胞、医学、光电子、土木等多种期刊已被 ＳＣＩ、ＥＩ、
Ｍｅｄｌｉｎｅ等国际著名引文数据库收录，影响因子不断提高。

“学术前沿在线”资源服务平台已经上线。该平台集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中英文学术图书和期刊数

据库，包含学术图书近 ２０００种，学术期刊 ３９种。平台面向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图书馆，为广大科研人
员和高校师生提供学术书刊内容的快速发布、浏览检索、在线阅读、文章评价、论文写作支持等服务。

高等教育出版社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事业部下设理科学术著作、工科学术著作、理科学术期刊、工科学

术期刊和网络出版共五个分社，以提升学术出版品牌和社会影响力为己任，汇聚全球高端学者，坚持出版

“走出去”发展战略，服务于国家的科研和创新事业。“十三五”期间，事业部优先发展与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以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领域、国内重点科研领域为主要出版方向，围绕“非线性

科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科学与技术”“先进制造”等重点项目，

继续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并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图书和期刊，积极促进科技的传播和发展，为科技工

作者和高校师生提供优质的学术资源与服务。

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事业部

２０１８．１

学术著作相关学科编辑联系方式

姓 名 职责（负责学科） 分 机 传真 电 子 信 箱

刘剑波 材料 ５８５５－６３１８

刘占伟 机械、能源 ５８５５－６４４２

王　超 物理、力学 ５８５８－１０３５

５８５５６０２８

ｌｉｕｊｂ＠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ｌｉｕｚｈｗ＠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１＠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黄慧靖 工程院 ５８５８－２５００ ｈｕａｎｇｈｊ＠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张　冉 工程院 ５８５８－２５２９ ｚｈａｎｇｒａｎ１＠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学术期刊相关学科编辑联系方式

姓 名 职责（负责学科） 分 机 传真 电 子 信 箱

董洪光 物理 ５８５５－６２９９

潘劲松 材料 ５８５５－６４５９
５８５５６０３４

ｄｏｎｇｈｇ＠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ｐａｎｊｓ＠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书书书

前
沿
（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
系
列
英
文
学
术
期
刊

由
教
育
部
主
管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主
办
和
出
版
的
前
沿
（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
系
列
英
文
学
术
期
刊
于
２０
０６
年
正
式
创
刊
，
以
网
络
版
和
印
刷
版
形
式
面
向
全
球
发
行
，
是
目
前

国
内
覆
盖
学
科
最
广
的
英
文
学
术
期
刊
群
，
同
时
也
是
国
内
第
一
个
成
规
模
的
英
文
人
文
社
科
期
刊
群
。
其
中
环
境
、
数
学
、
物
理
、
计
算
机
、
蛋
白
质
、
地
学
、
材
料
、
化
工
、
医

学
、
工
程
、
土
木
、
能
源
等
１２
种
期
刊
已
被
ＳＣ
Ｉ收
录
，
其
他
期
刊
也
被
Ｅｉ
，
Ｍ
ＥＤ
ＬＩ
Ｎ
Ｅ
或
相
应
学
科
的
国
际
权
威
检
索
系
统
收
录
，
具
备
一
定
的
国
际
学
术
影
响
力
。
系
列

期
刊
采
用
在
线
优
先
出
版
方
式
，
保
证
文
章
以
最
快
速
度
发
表
。

前
沿
（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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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Ｓ
ＳＮ
／Ｃ
Ｎ

刊
名

主
编

刊
期

２０
１８
年
价
格

期
刊
简
介

２０
９５
－ ０
４６
２
（
ｐ）

２０
９５
－ ０
４７
０
（
ｅ）

ＣＮ
１１
－ ５
９９
４
／Ｏ
４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Ｐｈ
ｙｓ
ｉｃ
ｓ

王
恩
哥

赵
光
达

双
月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６５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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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
Ｉ，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Ａ
Ｄ
Ｓ，
ＳＣ
Ｏ
ＰＵ
Ｓ，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０
２５
Ｘ
（
ｐ）

２０
９５
－ ０
２６
８
（
ｅ）

ＣＮ
１１
－ ５
９８
５
／Ｔ
Ｂ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Ｍ
ａｔ
ｅｒ
ｉａ
ｌｓ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顾
秉
林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７４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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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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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
Ｉ，

Ｃｈ
ｅｍ
Ｗ
ｅｂ
，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Ａ
Ｄ
Ｓ，
ＳＣ
Ｏ
ＰＵ
Ｓ，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０
２３
３
（
ｐ）

２０
９５
－ ０
２４
１
（
ｅ）

ＣＮ
１１
－ ５
９８
４
／Ｔ
Ｈ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Ｍ
ｅｃ
ｈａ
ｎｉ
ｃａ
ｌ

Ｅｎ
ｇｉ
ｎｅ
ｅｒ
ｉｎ
ｇ

杨
叔
子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７５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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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和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ＳＣ
Ｏ
ＰＵ
Ｓ，
ＥＳ
ＣＩ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书书书

ＩＳ
ＳＮ
／Ｃ
Ｎ

刊
名

主
编

刊
期

２０
１８
年
价
格

期
刊
简
介

２０
９５
－ ２
４３
０
（
ｐ）

２０
９５
－ ２
４４
９
（
ｅ）

ＣＮ
１０
－ １
０２
３
／Ｔ
Ｘ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Ｓｔ
ｒｕ
ｃｔ
ｕｒ
ａｌ

ａｎ
ｄ
Ｃｉ
ｖｉ
ｌ

Ｅｎ
ｇｉ
ｎｅ
ｅｒ
ｉｎ
ｇ

崔
俊
芝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６８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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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和
同
济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ＳＣ
Ｉ，
Ｅｉ
，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ＳＣ
Ｏ
ＰＵ
Ｓ
，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２
６３
５
（
ｐ）

２０
９５
－ ２
６４
３
（
ｅ）

ＣＮ
１０
－ １
０２
４
／Ｔ
Ｕ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Ａ
ｒｃ
ｈｉ
ｔｅ
ｃｔ
ｕｒ
ａｌ

Ｒ
ｅｓ
ｅａ
ｒｃ
ｈ

王
建
国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６６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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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东
南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ＳＣ
Ｏ
ＰＵ
Ｓ，
ＥＳ
ＣＩ
，
Ｄ
Ｏ
Ａ
Ｊ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０
１７
９
（
ｐ）

２０
９５
－ ０
１８
７
（
ｅ）

ＣＮ
１１
－ ５
９８
１
／Ｔ
Ｑ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Ｃｈ
ｅｍ
ｉｃ
ａｌ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ａｎ
ｄ

Ｅｎ
ｇｉ
ｎｅ
ｅｒ
ｉｎ
ｇ

王
静
康

薛
群
基

曹
湘
洪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６９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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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和
天
津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ＳＣ
Ｉ，
Ｅｉ
，
ＣＡ
，

Ｃｈ
ｅｍ
Ｗ
ｅｂ
，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ＳＣ
Ｏ
ＰＵ
Ｓ，
中
国
科
技
核
心
期
刊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１
７０
１
（
ｐ）

２０
９５
－ １
６９
８
（
ｅ）

ＣＮ
１１
－ ６
０１
７
／Ｔ
Ｋ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ｉｎ

Ｅｎ
ｅｒ
ｇｙ

翁
史
烈

倪
维
斗

彭
苏
萍

季
刊

邮
发
代
号

８０
－ ９
７２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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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和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ＳＣ
Ｉ，

ＩＮ
ＳＰ
ＥＣ
，
ＳＣ
Ｏ
ＰＵ
Ｓ，
ＥＳ
ＣＩ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
ＣＳ
ＣＤ
）
核
心
库
等
收
录
。

２０
９５
－ ７
５１
３（
ｐ）

２０
９６
－ ０
２５
５
（
ｅ）

ＣＮ
１０
－ １
２０
５
／Ｎ

Ｆｒ
ｏｎ
ｔｉｅ
ｒｓ
ｏｆ

Ｅｎ
ｇｉ
ｎｅ
ｅｒ
ｉｎ
ｇ

Ｍ
ａｎ
ａｇ
ｅｍ
ｅｎ
ｔ

何
继
善

孙
永
福

Ｖ
ｅｎ
ｋａ
ｔｅ
ｓｈ

Ｎａ
ｒａ
ｙａ
ｎａ
ｍｕ
ｒｔｉ

季
刊

１５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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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同
主
办
单
位
是
中
国
工
程
院
和
、
清
华
大
学
和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
本
刊
已
被
ＥＳ
ＣＩ
收
录
。

在
线
浏
览

ｈｔ
ｔｐ
：
／／
ｊｏ
ｕｒ
ｎａ
ｌ．ｈ
ｅｐ
．ｃ
ｏｍ
．ｃ
ｎ

ｈｔ
ｔｐ
：
／／
ｗｗ
ｗ．
ｓｐ
ｒｉｎ
ｇｅ
ｒｌｉ
ｎｋ
．ｃ
ｏｍ

在
线
投
稿

ｈｔ
ｔｐ
：
／／
ｊｏ
ｕｒ
ｎａ
ｌｓ
ｕｂ
ｍ
ｉｓ
ｓｉ
ｏｎ
．ｈ
ｅｐ
．ｃ
ｏｍ
．ｃ
ｎ

期
刊
订
阅

１）
通
过
邮
局
订
阅

２）
联
系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电
话
：
０１
０－
５８
５５
６４
８５
　
　
传
真
：
０１
０－
５８
５５
６０
３４
　
　
Ｅｍ
ａｉ
ｌ：
ｃｕ
ｓｔ
ｏｍ
ｅｒ
ｃｅ
ｎｔ
ｅｒ
＠
ｐｕ
ｂ．
ｈｅ
ｐ．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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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周忠祥、田浩、孟

庆鑫、宫德维
２０１７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１９

工程材料结构原理 杨平、毛卫民 ２０１６．１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１９

温故而知创新———科研创

新经验谈
王秀梅、杜昶 ２０１６．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１９

化学键的弛豫 孙长庆 ２０１７．０８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１９

先进高强度钢及其工艺发

展
戎咏华 等 ２０１８．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０

粉末冶金学（第三版） 黄坤祥 ２０１８．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０

合金钢显微组织辨识 刘宗昌 等 ２０１７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０

工程材料学 堵永国 ２０１５．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０

分析电子显微学导论 （第

２版）
戎咏华 ２０１５．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１

金属塑性成形数值模拟 洪慧平 ２０１５．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１

材料与人类社会：材料科

学与工程入门
毛卫民 ２０１４．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１

材料科学研究中的经典案

例（第一卷）
师昌绪 等 ２０１４．０７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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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７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２

相图理论及其应用（修订

版）
王崇琳 ２０１４．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２

材料分析方法 董建新 ２０１４．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３

材料相变 徐祖耀 等 ２０１３．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３

１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电工钢的材料学原理 毛卫民、杨平 ２０１３．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３

铸造技术 介万奇 等 ２０１３．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４

热处理工艺学 潘健生、胡明娟 ２００９．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 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２４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

文献
杨平 ２０１２．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４

陶瓷科技考古 吴隽 ２０１２．０８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５

电容器铝箔加工的材料学

原理
毛卫民、何业东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５

磁化学与材料合成 陈乾旺 等 ２０１２．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５

固体无机化学基础及新材

料的设计合成
赵新华 等 ２０１２．０３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６

微观组织的分析电子显微

学表征（英文版）
ＹｏｎｇｈｕａＲｏｎｇ ２０１１．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６

水泥材料研究进展 沈晓冬、姚燕 ２０１２．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 著 作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

２６

半导体材料研究进展（第

一卷）

王占国、郑有?

等
２０１１．１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 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２７

材料热力学（英文版）
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ＺｉＷｅｎ

２０１１．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７

省力与近均匀成形———原

理及应用
王仲仁、张琦 ２０１０．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２７

晶体生长初步：成核、晶体

生长和外延基础

Ｉｖａｎ Ｖ Ｍａｒｋｏｖ
著，牛刚、王志明

译

２０１８．０６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８

２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固体表面、界面与薄膜（第

六版）

ＬüｔｈＨａｎｓ著，
王聪 等 译

２０１８．０５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８

材料力学行为（第二版）

Ｍ．Ａ．Ｍｅｙｅｒｓ，Ｋ．Ｋ．
Ｃｈａｗｌａ著，张 哲
峰、卢磊 等 译

２０１７．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８

粉末衍射理论与实践

Ｒ．Ｅ．Ｄｉｎｎｅｂｉｅｒ，Ｓ．
Ｊ．Ｌ．Ｂｉｌｌｉｎｇｅ编，
陈昊鸿、雷芳 译

２０１６．０９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９

透射电子显微学（上册）

Ｄａｖｉｄ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Ｃａｒｔｅｒ著
李建奇、杨槐馨、

田焕芳 译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９

透射电子显微学（下册）

Ｄａｖｉｄ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Ｃａｒｔｅｒ著
李建奇、杨槐馨、

田焕芳 译

２０１８．０５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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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９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

成、性能及应用（第二版）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 Ｃａｏ，
ＹｉｎｇＷａｎｇ著，董
星龙 译

２０１１．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２９

焊接冶金学（第二版）

ＳｉｎｄｏＫｏｕ著，
闫久春、杨建国、

张广军 译

２０１２．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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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０

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第

三版）

ＤａｖｉｄＡ．Ｐｏｒｔｅｒ，
Ｋｅｎｎｅ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ＭｏｈａｍｅｄＹ．Ｓｈｅｒｉｆ
著，陈冷、余永宁

译

２０１０．１２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０

金属高温氧化导论（第二

版）

ＮｅｉｌＢｉｒｋｓ，Ｇｅｒａｌｄ
Ｈ．Ｍｅｉｅ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Ｐｅｔｔｉｔ著，辛丽、
王文 译

２０１０．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１

３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陶瓷导论（第二版）

Ｗ．Ｄ．Ｋｉｎｇｅｒｙ，Ｈ．
Ｋ．Ｂｏｗｅｎ，Ｄ．Ｒ．
Ｕｈｌｍａｎｎ著，清华
大学新型陶瓷与

精细工艺国家重

点实验室 译

２０１０．０６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１

脆性固体断裂力学（第二

版）

ＢｒｉａｎＬａｗｎ著，
龚江宏 译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１

凝固原理

（第四版，修订版）

Ｗ．Ｋｕｒｚ， Ｄ．Ｊ．
Ｆｉｓｈｅｒ著，李 建
国、胡侨丹 译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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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２

金属塑性成形导论

ＲｅｉｎｅｒＫｏｐｐ，
ＨｅｒｂｅｒｔＷｉｅｇｅｌｓ
著，康永林、洪慧

平 译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２

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

三版，修订版）

Ｖ．Ｇ．Ｄｍｉｔｒｉｅｖ等
著，王继扬 译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２

非线性光学晶体———一份

完整的总结

ＤａｖｉｄＮ．
Ｎｉｋｏｇｏｓｙａｎ著，
王继扬 译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３３

量纲分析与 Ｌｉｅ群
（ＡＭＭ１３）

孙博华 ２０１６．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３

油气井工程多相流动

（英文版，ＡＭＭ１４）
ＢａｏｊｉａｎｇＳｕｎ ２０１６．１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４

非晶态固体：结构和特性

（英文版，ＡＭＭ１２）
Ｚ．Ｈ．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 ２０１５．０５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４

层状和梯度材料断裂力学

的边界元法和应用（英文

版，ＡＭＭ１１）

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ｑｉＹｕｅ

２０１４．０５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４

梁、板、壳结构非线性分析

的二次摄动法 （英文版，

ＡＭＭ１０）
Ｈｕｉ－Ｓｈｅｎ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１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５

４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压电结构与器件分析（英

文版，ＡＭＭ９）

ＤａｉｎｉｎｇＦａｎｇ，
ＪｉＷａｎｇ，
ＷｅｉｑｉｕＣｈｅｎ

２０１３．０７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５

结构非线性分析的二次摄

动法（ＡＭＭ８）
沈惠申 ２０１３．０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６

力电耦合物理力学计算方

法（ＡＭＭ７）
方岱宁、刘彬 ２０１２．１２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６

压电材料高等力学（英文

版，ＡＭＭ６）
Ｑ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ｎ ２０１２．０８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６

表 面 活 性 剂 湍 流 减 阻

（ＡＭＭ５）

李凤臣、宇波、

魏进家、川口靖

夫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６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英

文版，ＡＭＭ４）

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Ｌｉ，
ＢｏＹｕ，
Ｊｉｎ－ＪｉａＷｅｉ，
Ｙａｓｕｏ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７

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新型

边界元法分析（ＡＭＭ３）
肖洪天、岳中琦 ２０１１．０９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７

软物质力学进展（英文版，

ＡＭＭ２）
ＳｈａｏｆａｎＬｉ
ＢｏｈｕａＳｕｎ，

２０１１．１０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７

细胞力学进展 （英文版，

ＡＭＭ１）
ＳｈａｏｆａｎＬｉ，
ＢｏｈｕａＳｕｎ

２０１１．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

３８

肿瘤靶向诊治纳米材料

（英文版）
谭明乾、吴爱国 ２０１５．１２

纳米科学与技

术著作系列
３８

纳米科技基础（第二版） 陈乾旺 ２０１３．１２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３８

有序介孔分子筛材料
赵东元、万颖、周

午纵
２０１３．０４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３９

时间分辨光谱基础 郭础 ２０１２．１０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３９

５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

术及其应用（英文版）
ＺｈｅｎｇＣｕｉ，等 ２０１６．０８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３９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

术及其应用
崔铮 等 ２０１２．０３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４０

机　械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并联机器人机构学基础 刘辛军 ２０１８．１１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４０

月球车移动系统设计
邓宗 全 高 海 波

丁亮
２０１５．０６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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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３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４１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的几何

基础与旋量代数
戴建生 ２０１４．０７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４１

精密工程设计与分析
程凯，丁辉，陈时

锦
２０１８．１２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４２

整体立铣刀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技术
丁国富 ２０１８．０９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４２

ＭＥＭＳ技术及应用 蒋庄德 ２０１８．０４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４２

柔性设计———柔性机构的

分的与综合
于靖军 ２０１８０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２

系统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闻邦椿，刘树英，

郑玲
２０１７．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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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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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１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３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第二版）
邹慧君 颜鸿森 ２０１８．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４

６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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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０６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４

误差分析－物理测量中的
不确定度：第 ２版

ＪｏｈｎＲ．Ｔａｙｌｏｒ著；
王中宇等 译

２０１５．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５

机构自由度计算———原理

和方法
黄真 曾达幸 ２０１６．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５

工程统筹技术 任世贤 ２０１６．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５

现代机构学理论与应用研

究进展
李瑞琴 郭为忠 ２０１４．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６

生物机械电子工程 王宏 ２０１４．０９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６

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 宋锦春 陈建文 ２０１３．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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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５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７

车辆动力学控制与人体脊

椎振动分析
郭立新 ２０１３．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７

润滑 数 值 计 算 方 法 （配

光盘）
黄平 ２０１２．０６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７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二卷） 邹慧君 高峰 ２０１１．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８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与

实现
季忠 ２０１０．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８

机械动力学史 张策 ２００９．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９

微流动及其元器件 计光华 计洪苗 ２００９．０４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９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邹慧君 颜鸿森 ２００９．０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４９

新一代 ＧＰＳ标准理论与应
用

蒋向前 ２００７．０９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５０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一卷） 邹慧君 高峰 ２００７．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５０

７图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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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精密工程发展论（双语版）
ＣｈｒｉｓＥｖａｎｓ著，
蒋向前 译

２００９．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５０

功能设计原理及应用
曹国 忠 檀 润 华

郭海霞
２０１６．０９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１

基于 ＴＲＩＺ的机械系统失
效分析

许波 檀润华 ２０１６．０８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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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１

ＴＲＩＺ及应用———技术创新
过程与方法

檀润华 编著 ２０１０．１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２

基于 ＩＲＩＺ的计算机辅助创
新技术

张建辉 檀润华 ２０１８．１０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２

产品平台设计方法 张换高 擅润华 ２０１８．１０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５２

无损检测新技术及应用 丁守宝 刘富君 ２０１２．０９
无损检测技术

丛书
５３

相控阵超声成像检测 施克仁 郭寓岷 ２０１０．０９
无损检测技术

丛书
５３

物理、力学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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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２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４

朗道《力学》解读 鞠国兴 著 ２０１４．０７
《理论物理学教

程》解读丛书
５４

８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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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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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０８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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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５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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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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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０９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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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０７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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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１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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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６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
八卷－连续介质电动力学
（第四版）

［俄］Л．Д．朗道，
Е．М．栗 弗 席 兹
著，周奇 刘寄星

译

２０１８．１０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５７

朗道传
ＭａｙａＢｅｓｓａｒａｂ著
李雪莹译

２０１８．１０ ５７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
Ｗ海森伯 著
王正行 译

２０１７．０９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７

９图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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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的数学理论
Ｓ钱德拉塞卡 著
卢炬甫 译

２０１８．０３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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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历宁

等 译

２０１８．３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８

相对论
Ｗ泡利 著
凌德洪 译

２０１８．１２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８

液晶物理学（第二版）
ＰＧ德热纳 著

孙政民 译
２０１７．０６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８

统计力学（第三版）
ＲＫＰａｔｈｒｉａ著
方锦清 戴越 译

２０１７．０９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８

诺 贝 尔 系 列 －Ｃｏｈｅｎ－
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子力学（第二
卷）

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Ｂ．Ｄｉｕ，Ｆ．Ｌａｌｏ
著 陈星奎

刘家谟 译

２０１６．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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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５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９

诺 贝 尔 系 列 －Ｃｏｈｅｎ
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子力学（第一
卷）

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Ｂ．Ｄｉｕ，Ｆ．Ｌａｌｏ著
刘家谟 陈星奎

译

２０１４．０７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９

诺贝尔系列－泡利物理学
讲义（１－３卷）

Ｗ．泡利 著
苑之方 等 译

２０１４．０７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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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２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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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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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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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１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１

０１ 图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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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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５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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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３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６１

量子光学导论———单光子

和双光子物理

史砚华 著

徐平 译
２０１６．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１

大气运动的几何和拓扑
刘式达，刘式适，

傅遵涛 著
２０１６．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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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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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３

现代统计力学导论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著，鞠国兴 译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４

磁学———从基础知识到纳

米尺度超快动力学

Ｊ．Ｓｔōｈｒ， Ｈ．Ｃ．
Ｓｉｅｇｍａｎｎ 著，姬
扬 译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４

理论声学（修订版） 张海澜 ２０１２．０７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５

表面、界面和膜的统计热

力学

ＳａｍｕｅｌＡ．Ｓａｆｒａｎ
著，张海燕 译

２０１２．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５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何大韧、刘宗华

汪秉宏 编著
２００９．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５

半导体物理学（上册）（第

二版）
叶良修 编著 ２００７．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５

半导体物理学（下册）（第

二版）
叶良修 编著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物理系列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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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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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化学哲学新体系（英文版） 道尔顿 著 ２０１８．０６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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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伽利略 ２０１６．０８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６７

牛顿光学 牛顿 ２０１６．０６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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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黄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２０１６．０９ 现代力学基础 ６８

非饱和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２０１５．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６８

斜坡水文与稳定

ＮｉｎｇＬｕ（卢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Ｗ．Ｇｏｄｔ
著，简文星、王菁

莪、侯龙 译

２０１４．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６９

应用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２０１３．１０ 现代力学基础 ６９

弹性理论
铁摩辛柯，古地

尔 著，徐芝纶 译
２０１３．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６９

非饱和土土力学

Ｎｉｎｇ Ｌｕ Ｗ．Ｊ．
Ｌｉｋｏｓ 著，韦 昌

富、侯龙、简文星

译

２０１２．０６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０

试验土工学
谢定义、陈存礼、

胡再强
２０１１．０８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０

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０

岩土工程学
谢定义、林本海、

邵生俊
２００８．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０

结构概念：感知与应用（第

二版）
季天健 ２０１８．０３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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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１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 钟万勰 ２００６．０２ 现代力学基础 ７１

伟大的实验与观察———力

学发展的基础
武际可 ２０１８．１１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２

２１ 图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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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话流体力学 王振东 ２０１６．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２

谈风说雨———大气垂直运

动的力学
刘式达、李滇林 ２０１３．０４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３

音乐中的科学 武际可 ２０１２．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３

趣味振动力学 刘延柱 著 ２０１２．０２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３

力学与沙尘暴 郑晓静 王萍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４

方方面面话爆炸 宁建国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４

动脑筋·说力学 武际可 ２０１８．０９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４

谈科技·说力学 武际可 ２０１８．１１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４

材料力学趣话———从身边

的力学到科学研究
蒋持平 ２０１８．１２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５

科学游戏的智慧与启示 高云峰 ２０１１．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５

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

力学现象
林炳尧 ２０１０．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６

漫话动力学 贾书惠 编著 ２０１０．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６

力学史杂谈 武际可 著 ２００９．１０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６

创建飞机生命密码（力学

在航空中的奇妙地位）
乐卫松 著 ２００８．０９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６

趣味刚体动力学（第二版） 刘延柱 著 ２０１８．１２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７

诗情画意谈力学 王振东 著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７

奥运中的科技之光 赵致真 著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７

拉家常，说力学 武际可 著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７７

３１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偶然之极———量子惊喜
赵佳 刘莎 译

姚一隽 校
２０１６．０８ ７８

解码者———数学探秘之旅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ａｒｓ，Ａｎｎｉｃｋ
Ｌｅｓｎｅ，Ａｎｎｅ
Ｐａｐｉｌｌｏｕｌｔ

２０１０．０９ ７８

边界元法（配光盘） 姚振汉、王海涛 ２０１０．０５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

７８

负折射光子晶体的基础研

究
王燕 著 ２０１５．０２ ７９

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核能与环境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著；朱
安娜 等译

２０１５．１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７９

页岩气及其勘探开发 肖钢 唐颖 ２０１２．０６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７９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肖钢 白玉湖 董

锦
２０１２．０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８０

还碳于地球———碳捕获与

封存

肖钢 马丽

ＷｅｎｔａｏＸｉａｏ
２０１１．０８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８０

含水燃料的燃烧
傅维 镳 龚 景 松

侯凌云
２００９．０９ 专著 ８０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数

蕴玄学与面对复杂
师汉民 ２０１０．１０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８１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天

地与物含妙理
师汉民 ２０１０．０７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８１

趣谈创意实现的 ３Ｄ打印 李维 邹慧君 ２０１８．０８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８１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

建设———空天工程 ＣＤＩＯ
与领导力计划实践

郑伟 李健 张为

华 唐国金
２０１７．０４ 工程教育丛书 ８２

４１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工程人才一体化培养体系

探索与实践
胡志刚、任胜兵 ２０１３．０１ 工程教育丛书 ８２

工程教学指南

Ｗａｎｋａｔ， Ｏｒｅｏｖｉｃｚ
著，王世斌、郄海

霞 译

２０１２．１２ 工程教育丛书 ８２

重新认识工程教育（第二

版）
顾佩华 ２０１８．１０ 工程教育丛书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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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０４ 工程教育丛书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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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９ 通用 ８３

英文科研论文写作与投稿 李瑞琴 戴建生 ２０１８．１２ 通用 ８４

中国工程院系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 中国工程院等 ２０１７．０６
《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型系列画

册

８４

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４

个体化肿瘤医学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４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４

先进高分子材料创新与产

业化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５

工程方法论
殷瑞 钰 李 伯 聪

汪应洛 等
２０１７．０８ ８５

精准医学与创伤救治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８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５

深部矿产资源高效开发与

利用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１１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６

工程方法论前沿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１０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６

５１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中国爆破新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１２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７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中国工程院教育

委员会
２０１８．０１ ８７

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

与发展展望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０１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７

草地农业与农业结构调整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０２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８８

心如秋水水如天———韫辉

诗词百首
王玉明 ２０１８．０２ ８８

诗经 向熹 ２００９．０６ ８８

王羲之与《兰亭序》 喻革良 ２００７．１２ ８９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中国工程院教育

委员会
２０１７．０２ ８９

能源与矿业工程的可持续

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５．１２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８９

转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３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８９

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与合

作：机遇、挑战和使命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１１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９０

智能电网的挑战与研发机

遇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３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９０

工程结构创新与发展暨结

构模态测试与应用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７．０５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９０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

略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１０

“国际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系列

９１

６１ 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１） 中国工程院等 ２０１５．０６
《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型》系列画

册

９１

论教育与现代化 朱高峰 ２０１５．０４
“中国工程院院

士文集”系列
９１

球形玻璃质材料 彭寿 ２０１５．０５ ９２

动物营养与养殖环境控制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８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２

防震减灾新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４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２

智慧医疗与医疗资源优化

配置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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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１０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３

海洋强国建设重点工程发

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３

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及其科

学防治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４

中国盐湖产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６．０８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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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０５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５

黏菌分类学及生态学研究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５．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５

轻工重点行业环境友好型

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５．１１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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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５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６

钛冶金及海绵钛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５．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６

７１图书清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出版

日期
项目 页码

于维汉传 贾宏图 ２０１２．０９
“中国工程院院

士传记”系列
９６

罗沛霖传 刘九如 唐静 ２０１３．０７
“中国工程院院

士传记”系列
９７

朵英贤自传 朵英贤 曹占英 ２０１３．０８
“中国工程院院

士传记”系列
９７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熊康 宁 肖 时 珍

等
２０１２．０９ ９７

中国慢性病防治体系建设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９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７

轻工重点行业减排降耗技

术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８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８

人兽共患病防控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７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８

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与养殖

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８

血栓与血管生物学前沿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６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９

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系列
９９

Ｋａｒ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Ｗｏｒｌｄ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Ｐｅａｋｓ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ａｖｅｓ

卢耀如 ２０１２．０７ ９９

万里春秋———中国工程院

院士摄影作品集

中国工程院办公

厅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００

８１ 图书清单



材料类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
櫰
櫰
櫰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
櫰
櫰
櫰

毱

毱毱

毱

材料科学与工程著作系列

 集海内外优秀学者

 中英文原创

 基础与前沿并重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３１５５

作　　者：周忠祥、田浩、
孟庆鑫、宫德维、

李均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定　　价：７５００元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在工业、国防、医疗等各
个行业都具有重要的应用，是国际上高技术竞争的

重要阵地。本书集中介绍了多种光电功能材料的

介电性质、压电性质、电光性质及包括电光效应、弹

光效应、声光效应在内的一些材料的非线性效应，

详细论述了各类材料的制备和性能检测方法，并介

绍了依赖不同材料性能制备的电光器件、光通信器

件及探测器件等。本书的特点是知识概括性强、涵

盖面广，并增加了相关器件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内

容，同时介绍了一些光电功能材料领域的重要进

展，例如弛豫铁电晶体 ＰＭＮ－ＰＴ新材料，以及负折
射现象和负折射率材料等。

工程材料结构原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４３４４

作　　者：杨平、毛卫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以材料专业本科生材料结构的初步知识
为基础，系统介绍了工程材料中晶体结构的平移对

称性、点对称性，以及描述对称性的晶系、点阵、点

群、空间群的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阐述了晶体取

向及多晶体织构的概念及其检测原理。以无机晶

体材料为主，介绍了常见的晶体结构特征及晶体结

构衍射原理。以工程应用为背景，适当介绍了晶体

的缺陷结构，包括点缺陷特征、位错弹性性质、晶界

结构及其取向特征和相应检测原理等。

本书可作为材料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

教材，或材料专业本科学生、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参

考书；也可供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科研人

员、高等学校教师或相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阅。

温故而知创新———科研创新经验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３２１７

作　　者：王秀梅、杜昶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由崔福斋教授的学生和国内外的主要合
作者联合撰写，就相关研究及成果发表情况进行总

结、回顾，就生物材料研究的选题、创新等交流心得

体会，同时展望该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

生物矿化、骨修复材料、神经修复材料、表面改性等

几部分。

化学键的弛豫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７５０４

作　　者：孙长庆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８月
定　　价：１７９．００元

　　从成键与非键的形成、断裂、弛豫、振动以及相
应的电子迁移、极化、局域化、致密化动力学角度出

发，旨在揭示固体表面化学吸附、异质界面、拓扑

缺陷、低维结构等非常规配位体系的各种物理化学

性能的微观起源及其在外场作用下的演化规律。

着重介绍了键弛豫理论、电子能量局域钉扎极化理

９１材料类



论、局域键平均近似原理和数值算法、计量谱学实

验以及定量信息提取技术及其应用。

本书第一篇专注于化学吸附过程中化学键－能
带－势垒的弛豫动力学；第二篇主攻低配位体系的
反常力学强度、热稳定性、声子激发、光发射与吸

收、电子的钉扎与极化、磁性与介电等物性；第三篇

主要阐述原子尺度固体，包括单原子链、单层原子

片、纳米孔洞、异质界面等体系，在受热、受力条件

下的弹性与塑性力学行为。

本书强调原理和概念，力求表述简单。全书自

成体系、风格独特，贯穿原创性、深入性、关联性和

系统性于始终。可作为材料、物理、化学、力学、表

面与界面、纳米科学等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

参考。

先进高强度钢及其工艺发展

作　　者：戎咏华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４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估）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论述先进高强度钢的
专著。全书共分九章，系统论述了高强度钢设计的

理论基础、表征的原理及技术、双相钢、相变诱发塑

性钢、孪生诱发性塑性钢、淬火－分配钢、淬火－分
配－回火钢、淬火－分配－回火钢的有限元模拟，以
及多循环淬火－分配－回火工艺及其工程应用，并
将作者自主创新的多循环 Ｑ－Ｐ－Ｔ（ＭＱ－Ｐ－Ｔ）工艺
及其大量工程应用作为实例加以介绍。

粉末冶金学（第三版）

作　　者：黄坤祥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４月
定　　价：９８００元（估）

　　本书一共 １８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物

理冶金简介，其目的是提供尚无材料、冶金背景之

读者阅读此书所需要之相关基础知识，以便对后续

各章节能有较深入的了解；在第三章至第十一章包

括了粉末制造（第三章）、粉末测试（第四章）、成形

前工艺（第五章）、粉末成形（第六、七章）、烧结（第

八、九章）、后加工（第十章）及特殊工艺（第十一

章）。由于目前铁系合金钢、不锈钢、非铁合金、硬

质合金、钨、钼高温金属及磁性材料等产业较为普

遍，所以再分出六章作进一步的介绍。最后一章则

为实验部分。

合金钢显微组织辨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８６８７

作　　者：刘宗昌 等 著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月
定　　价：６６００元

　　本书阐述了合金钢显微组织的辨识方法和程
序，有利于提高材料工作者对合金钢显微组织的识

别能力、检测能力及论文撰写能力等，帮助从事金

属材料研究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解决不能正确识

别钢的显微组织，因而阻碍了材料的理论研究和工

程应用的问题。

本书可供金属材料领域的科研人员、企业工程

师、检测技术人员、教师、本科生、研究生等阅读参

考，也可以作为金属材料专业的教学辅助教材或选

修课教材。

工程材料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９３８０

作　　者：堵永国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力求遵循科学性、逻辑性、系统性及实用
性的原则，以工程材料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数

据为主，也参考了国内外工程材料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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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特别注意金属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

及复合材料等各种材料的科学及技术相关知识的

涵盖及其体量的均衡，着力于分析问题的科学思想

及解决问题的技术原理。

分析电子显微学导论 （第 ２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３５６４

作　　者：戎咏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分析电子显微学是揭示材料介观和微观世界
的有力工具，它能对材料显微组织的形貌、结构、成

分进行三位一体的原位分析，是材料研究的重要现

代技术之一。

全书共有 ６章内容，主要包括分析电子显微镜
的构造及功能、样品的制备方法、电子衍射花样的

特征和标定方法、晶体衍射中的数学处理、电子衍

射衬度运动学和动力学理论及其应用、高分辨和高

空间分析电子显微术的原理和应用以及分析电子

显微学的进展。

本书出版 ６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第 １版已
经售罄。在第 ２版中，作者对第 １版的部分疏漏和
错误进行了更正，并重写、增删了部分章节。

本书适合材料、物理、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生、教师及其他科研人员参考。

金属塑性成形数值模拟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２３４５

作　　者：洪慧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０１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通过系统介绍模拟仿真的基本原理、主要
方法、基本流程以及数值模拟在典型金属塑性成形

领域（包括轧制、锻造、挤压、拉拔等）中的实际应

用，使读者掌握应用模拟仿真技术有效解决材料

成形问题的基础知识。本书在内容组成上，重点介

绍金属塑性成形过程总体量、局部量和微观量的分

级模拟；在模拟方法上，系统介绍有限元模拟的主

要方法（包括弹塑性、刚塑性、黏塑性有限元法），

针对金属塑性成形过程的特点，介绍材料参数和各

类边界条件确定的基本流程和方法，为合理建模提

供技术基础；在模拟结果可靠性分析上，重点介绍

各类误差源以及提高模拟精度的有效方法；在实际

应用上，结合塑性加工中的大型模拟软件 Ｍａｒｃ和
ＬＡＲＳＴＲＡＮ详细介绍轧制、锻造、冲压、挤压和拉拔
等典型塑性加工过程的具体模拟分析方法，使读者

能学以致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包括材料加

工、机械制造 、冶金工程等）塑性加工数值模拟技

术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等使用。

材料与人类社会：材料科学与工程

入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８０７２

作　　者：毛卫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高等学校涉及范围广泛且
非常重要的工程学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现

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密切相关。本书以理科高中

生的知识水平为基础，针对许多对该学科产生兴

趣、但对其认知和理解并不深入的社会群体，从多

个角度系统而科学普及性地介绍了材料及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科、材料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材料在现

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材料的服役及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科的知识范围；并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以当

今一些新颖而生动的实例介绍了形形色色高技术

新材料的发展。

本书可以用做理科高中毕业生、毕业生家长及

所在中学指导报考高等学校时的参考书，以及高等

学校材料专业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入门教材或非材

料专业工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亦可作为普

通公众的科普读物。

毛卫民，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系教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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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１９８８年毕业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金属学与
金属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材料科

学与工程原理及材料结构方面的教学工作，并着重

在材料基本原理、材料各向异性等方面从事研究工

作；所涉及的材料包括钢铁、铝合金、钛合金、金属

间化合物、金刚石、聚苯胺、聚丙烯等。在相关专业

领域发表了 ３００余篇科技论文，并出版了 １０部
著作。

材料科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第一

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１９０５

作　　者：师昌绪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通过讲述材料发展史，剖析材料科学领域
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创新案例，解读做

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历程，激发研究生和

青年科研人员的专业兴趣，分享科学研究的快乐，

感悟科学的真谛。

全书包括 ６讲，由师昌绪先生等人撰写，内容
包括材料发展史、金相学史、电镜史、晶体管的发

现、疲劳与断裂、晶界内耗等。作者均为相关领域

的顶尖科学家。

本书对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以及高校师生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屈服准则与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理
论及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５０４４

作　　者：王仲仁、胡卫龙、
胡蓝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是国内外首次由有工程应用背景的教授

与专家共同撰写的关于屈服准则与塑性应力－应变
关系的专著。全书共 ８章：第一章重点介绍了
Ｍｉｓｅｓ屈服准则、Ｔｒｅｓｃａ准则、双剪应力准则及统一
屈服准则，明确了应力偏张量与塑性变形的本质联

系；第二章列出航天、航空及汽车领域新近研发的

众多材料的单向拉伸力学特性；第三章介绍了验证

屈服准则与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薄管 Ｐ－ｐ试验、
薄管 Ｐ－Ｍ试验及薄板双拉试验，还包括薄管加外
压与轴压的双压实验及王仲仁与朱宝泉首次对超

塑性材料进行的薄管 Ｐ－ｐ实验研究；第四章介绍了
各向异性材料的屈服特性和静水应力与应力状态

类型对屈服的影响；第五章介绍了塑性应变增量梯

度理论的一般性定理及等效强化状态塑性变形中

出现的＇软化＇现象；第六章介绍了后续塑性变形的
几种强化特性，包括等向强化、各向异性材料与压

力敏感性材料的非等向强化；第七章阐述了由 Ｌｅｖｙ
－Ｍｉｓｅｓ应力－应变关系增量理论导出的应力－应变
顺序对应规律及其实验验证，由该规律能判别平面

应力及三向应力诸成形工序在加载过程中工件尺

寸的变化趋势；第八章给出了多种塑性加工工序应

力－应变分析实例，不仅为读者提供具体问题的应
力－应变分析结果，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视野。

本书可供从事材料科学、力学及机械科学研究

的大学老师、研究生以及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部门

的研究人员阅读。

相图理论及其应用（修订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５１１３

作　　者：王崇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６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相图是一门基础学科，许多科学领域如材料、
冶金、物理、化学和地质等科学在发展和阐释其领

域工作时，均涉及相图问题。近些年来，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在理论研究、实验技术和计算相
图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丰富了三元和多元相

图的知识，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本书共 ８章，
包括相图和相平衡基本概念，单元系、二元系、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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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四元系和多元系相图，相图测定，计算相图概述

和相图应用实例。重点是三元系相图和应用实例，

包括三元相图的构成、平衡类型和特征、垂直和等

温截面、零变平衡表示法和相图构成的原则。其学

术思路为从吉布斯相律理解三元和多元相图的平

衡关系，从而达到能读懂和会用三元相图。应用实

例涵盖了钢铁合金和热处理、高温合金和金属间化

合物、有色金属、粉末冶金和液相烧结、磁性材料、

焊接和陶瓷材料等研究领域。

王崇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初，被金属所选派到德国马普学会金
属研究所进修，在 Ｇ．Ｐｅｔｚｏｗ教授、Ｈ．Ｌ．Ｌｕｋａｓ博士和
Ｋ．Ｓｃｈｕｌｚｅ博士的指导下，从事计算相图学习和研
究。回国后，从 １９８７年开始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研究生开设“相图理论及其应用”课程。

材料分析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０４８３

作　　者：董建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２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材料分析方法是揭示材料介观和微观领域的
有力工具。本书以材料研究过程中的具体案例分

析作为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的手段，遵循先微观形

貌分析后组织结构分析的由浅入深原则，系统阐述

了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等以微观形貌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进而以 Ｘ射线
衍射分析和电子衍射分析为基础，对材料组织结构

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进行系统阐述。最后简要

介绍了材料计算方法，以及俄歇电子能谱分析、扫

描隧道显微分析等其他显微分析方法。

材料相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９７７８

作　　者：徐祖耀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从材料相变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材料相变
过程的热力学、动力学和晶体学角度，论述固态相

变中各类典型的材料相变过程的基本规律。其中

包括材料的凝固、熔化相变过程，固态的扩散和无

扩散相变规律，二级相变和纳米材料相变的特征和

近代相变理论研究的展望。

本书综合了国内有关材料相变研究领域的各

家所长，是众多从事材料科学专家及学者共同合作

和努力的结晶，书中抓住各类材料相变的共性和所

遵循的基本规律，注重材料研究与近代物理、化学

和数学间跨学科研究中最近和最新的材料相变研

究成果，可供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高

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作为参考。

电工钢的材料学原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６９２０

作　　者：毛卫民、杨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９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用于制作多种电器产品铁心的电工钢是现代
电气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材料，其生产加工过

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和控制对大幅度提高电工钢

性能、降低其服役能耗至关重要。本书以 ２０世纪
末、２１世纪初现代科学与技术对电工钢在冶金过
程中组织结构演变规律的最新认识为基础，系统地

介绍电工钢在凝固、变形加工、热处理及服役过程

中微观组织演变的基本金属学原理、电磁学原理、

基本的组织结构和织构转变规律、相关的影响因素

和控制原理，以及相关高、新技术发展。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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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基础性、知识的系统性，以及相关技术的新颖

性和实用性。本书可以作为从事电工钢冶金、铸

造、材料、加工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从事电工钢生

产过程中组织结构演变控制、工艺技术改进和产品

性能提高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可作为电工钢生

产和使用企业技术人员的现场技术开发参考书或

技术培训教材；亦可作为相应专业高等学校教师、

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参考书。

铸造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０５３９

作　　者：介万奇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４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试图在系统性、新颖性和继承性的原则指
导下进行内容的取舍和深度的把握。与已有专业

图书相比，本书具有如下特色：① 根据近年来的技
术发展和学科交叉，将铸造技术与其他材料加工技

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技术，如半固态成形、离散

的熔滴成形、铸锭的铸造等纳入其中。② 鉴于凝

固理论已经渗透到铸造技术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不

同铸造技术涉及的共性凝固原理进行了详细的论

述。③ 对铸造技术发展的演变历程和理论模型的
形成过程作了适当分析。

希望通过上述努力，使读者不仅能够掌握相关

的知识，也能在思维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

方面有所收获。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铸造专业研究生教学工作，

并具备较好的工程实践经验。本书注重理论与工

程应用的融合，适合材料专业的研究生、教师、铸造

工程师以及其他相关科研人员参考和使用。

热处理工艺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２４２０７

作　　者：潘健生、胡明娟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２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本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本书是热处理工艺学专著，包括工具、模具、刀

具、机器零件、大锻件等典型工件的热处理，渗氮、

渗碳、氮碳共渗等化学热处理以及表面强化技术等

内容。书中充实了加热和冷却过程中温度场数值

分析、温度场与相变耦合、化学热处理热力学、物质

传递数学模型、渗层组织与性能等基础知识，目的

在于推动热处理摆脱技艺型技术的落后状态，向着

严格的科学计算与定量精确控制方向跨越。

本书包含作者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生产实

践经验，结合典型案例阐述分析和解决热处理生产

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因而具有基础性与实用性

并重的特色。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

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或热处理工程师的培训材

料，也可供从事热处理生产、科研和教学的人员

参考。

作者潘健生教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热处

理学会理事长，《金属热处理》杂志编委员会主任，

国际热处理数学模型与模拟技术委员会主任。其

合作者都是长期工作在热处理工艺研究、生产和教

学第一线的资深专家，书中包括作者们大量的第一

手资料、经验与心得。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５７８８２

作　　者：杨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９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针对高等学校材料专业“材料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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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出现的经典理论、概念、现象、定理等，介绍

与之相关的名人典故及经典文献。与通常的通过

编写学习指导书或习题解答促进课程概念理解的

方法有所不同，本书探索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研究

型教学的尝试，目的是促进学生理解并掌握课程知

识，激发专业兴趣，为今后的应用及研究打下良好

基础。本书共分 １１章，每章按基本内容与学习的
意义、研究历史简介、各概念的基本含义与经典文

献、名人典故 ４部分编写。
本书可作为材料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生、研究

生在学习“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时辅助了解相关背

景知识所用，也可作为教师讲授理论知识时的背景

资料使用。

陶瓷科技考古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７７７７

作　　者：吴隽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８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中国古代陶瓷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技术内涵
和艺术价值，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书按

照陶瓷科技考古工作开展的顺序，全面、系统地介

绍陶瓷科技考古各环节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如

陶瓷科技考古的相关概念，古陶瓷相关遗址的调

查、勘探与发掘，古陶瓷组成、结构及性能分析方

法，古陶瓷制作工艺研究，古陶瓷修复技术，古陶瓷

时空定位等，并对陶瓷科技考古学科发展趋势做了

简要展望。

本书的出版将填补陶瓷科技考古在教材方面

的空白，可作为陶瓷科技考古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

材使用，同时对广大科技考古工作者也具有极大的

借鉴意义。

电容器铝箔加工的材料学原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８０５７

作　　者：毛卫民、何业东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用于生产、制作铝电容器的铝箔是现代电子信
息产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材料，其生产加工过程

中组织结构的演变和控制对大幅度提高电容器铝

箔的性能至关重要。本书以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
现代科学与技术对纯铝在物理冶金和电化学过程

中组织结构演变规律的最新认识为基础，系统地介

绍纯铝在凝固、变形加工、热处理过程中以及在腐

蚀、氧化环境中，微观组织演变的基本金属学和电

化学原理、基本转变规律和特征、相关的影响因素

和控制原理以及相关高、新技术发展。

本书内容偏重基础性和实用性，可以作为从事

铝冶金、铸造、材料、加工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从事

铝电容器生产过程中进行组织结构演变控制、工艺

技术改进和产品性能提高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

以及高纯铝、铝箔加工、腐蚀化成等企业技术人员的

现场技术开发的参考书或技术培训教材，亦可作为

相应专业高等学校教师、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参考书。

磁化学与材料合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３１４４

作　　者：陈乾旺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５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总结了磁化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着重
讨论了在化学合成过程中施加外磁场对所形成材

料的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如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

研究了磁场对晶粒表面能的影响规律，也讨论了外

磁场对晶格中离子占位和磁畴结构的影响；还就磁

场诱导纳米粒子在液态介质中组装形成磁响应液

态光子晶体作了深入分析和讨论。作者在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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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了近十年，书中包含不少作者对该领域存

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

本书体现了传统学科在交叉中创新的基本理

念，适合大学生、研究生学习使用。在磁场中进行

化学反应和材料合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

是国家强磁场中心的建立对在该领域的探索和创

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本书也适合在此领域开

展工作的科研人员使用。

固体无机化学基础及新材料的设计

合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１２８７

作　　者：赵新华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３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固体无机化学是固体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材料科学的基础。本书第一篇为固体无机化学基

础，主要由绪论、凝聚体系相图及其应用、晶体结构

的对称性、结晶化学、固体相变、固体材料电子结构

的量子化学研究方法、固体中的缺陷与非化学计量

化合物、非晶态固体、无机固体材料的合成与制备

等 ９章组成。第二篇为无机新材料的设计合成，由
热收缩化合物与超低膨胀材料、热电材料的设计合

成、无机二阶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研究进展、透明陶

瓷与发光材料、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设计合成和

多孔材料催化剂的合成与制备等 ６个专题组成。
每章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第一篇的每章后附

有习题或思考题，书后还附有索引。

本书既可作为大学高年级专业选修课的参考

教材，也是一本无机化学、材料化学及相关学科研

究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还可以作为材料领域科

技人员的参考书和材料科学工作者的科学读物。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ＥＭ）

微观组织的分析电子显微学表征

（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０９２５

作　　者：ＹｏｎｇｈｕａＲｏｎｇ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

　　本书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同时在海内外
销售。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分析电子显微学（ＡＥＭ）的
基本概念和操作技术，聚焦于相变和形变中位错的

ＡＥＭ研究。同时通过大量的例子阐述衍射和晶体
学的物理概念和数学分析方法，例如相变中位向关

系的定量预测等，以便读者加深理解和拓展视野。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以及凝聚态物理

领域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作者戎咏华为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

水泥材料研究进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３６２４５

作　　者：沈晓冬、姚燕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２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本书围绕水泥低能耗制备与高效应用的基础

研究，全面、系统地概述国内外对阿利特微结构和

熟料矿物相组成优化、水泥生产预分解窑技术及研

究进展、水泥粉磨动力学及粉磨性能控制、水泥熟

料与辅助性胶凝材料优化复合的化学和物理基础、

复合水泥浆体组成和结构的演变规律研究进展、水

泥基材料的产物与结构稳定性及服役行为等方面

的研究和探讨。同时，翻译了第十二届国际水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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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议的主题报告，补充了水泥在测试手段和发展

方向等方面的论述。

本书可供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学生以及从

事水泥生产、科研、设计的有关科研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主编沈晓冬教授是国家“９７３”项目“水泥
低能耗制备与高效应用的基础研究”的首席科学

家，其他作者则分别是 ６个课题的具体负责人，均
为水泥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

半导体材料研究进展（第一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６９９６

作　　者：王占国、郑有?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月
定　　价：１２９．００元

　　本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本书首先回顾了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史，简述了

半导体材料的生长机理和现代半导体材料制备与

表征新技术。进而对元素半导体锗、硅单晶材料以

及硅基异质结构材料的制备、物性及其在微电子、

光伏电池和光电集成方面的应用做了概述。第三

部分的内容包括：以 ＧａＡｓ、ＩｎＰ为代表的 ＩＩＩＶ族化
合物单晶衬底材料、超晶格量子阱、量子线和量子

点材料及应用，宽禁带 ＧａＮ基 ＩＩＩ族氮化物异质结
构材料和 ＳｉＣ单晶、外延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应用。
第四部分重点描述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以 ＺｎＯ
为代表的 ＩＩＶＩ族半导体材料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
势。最后分别介绍 ＨｇＣｄＴｅ等半导体红外探测材
料和金刚石与立方氮化硼半导体材料的最新研究

进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电子科学

与技术、微电子和光电子学、电子工程与材料科学

等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热力学（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９６１０５

作　　者：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ｉＷｅ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同时在海内外
发行。

本书将材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内容涵盖

金属、合金、陶瓷、半导体和高分子等所有材料领域

的宏观、介观和微观热力学。注重通过材料问题实

例来使读者理解和掌握热力学的基本规律。本书

还以较大篇幅介绍了纳米热力学和界面热力学的

最新进展，以及相关计算机模拟的基本知识和最新

贡献。本书适用于所有材料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

者、工程师和研究生。

蒋青教授 １９９０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
位，现为吉林大学教授。文子博士为吉林大学

教授。

省力与近均匀成形———原理及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０９１８

作　　者：王仲仁、张琦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９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材料向高强度及高的比强度方向发展和结构
日趋整体化与大型化使得变形力增大，促使省力成

形技术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省力成形也能得到节

能效果，因此省力成形是学术界与企业界普遍关心

的课题。本书首次对省力成形进行系统论述，是第

一本省力成形方面的专著。书中第一篇阐明省力

成形的原理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指明省力的思路。

第二篇为省力成形的途径，将行有效的零散的省力

成形方法进行高度概括。第三篇为省力成形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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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重点介绍国内外新兴的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新

工艺。

本书可供从事材料加工、机械加工及力学等学

科的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作者王仲仁教授长期从事塑性加工力学方面

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国际塑性加工界具有重要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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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

Ｉｆｙｏｕａｒｅ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ＹＯＵ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ＳＥＲＩＥＳ

 名家力作 经典再现

 一流专家潜心翻译 研究教学必备参考

《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入选的原著都是一

些经典著作的最新版本。译校者均为本领域颇有

造诣的专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国

家“９７３”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教学名师等。这使

得本套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名著名译”。预计在 ５
年内出版 ３０本左右。引进语种将包括英文、德文、
日文、俄文等。

晶体生长初步：成核、晶体生长和外

延基础

作　　者：ＩｖａｎＶＭａｒｋｏｖ著，
牛刚、王志明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定　　价：

　　本书是一本关于成核、晶体生长和外延的经典
著作，它不仅系统地讲述了晶体生长和外延的基础

知识，也介绍了此领域的前沿进展。全书分为四

章：１）平衡；２）成核；３）晶体生长；４）外延生长。

固体表面、界面与薄膜（第六版）

作　　者：ＬüｔｈＨａｎｓ
译　　者：王聪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５月
定　　价：６４．００元（估）

　　本书的内容包括：材料表面与界面的物理基
础；材料表面、界面以及表面薄膜的微观结构与形

态；表面和表面膜的电子、光子效应及其散射行为；

半导体界面的空间电荷层性能；金属－半导体异质
界面及异质结；界面的集电效应及其对超导性和铁

电性的影响；表面吸附；以及各种表面、界面研究技

术。作者 ＨａｎｓＬüｔｈ教授是德国 Ｊｕｌｉｓｃｈ和 Ａａｃｈｅｎ
科研研究中心著名的固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科学家。

材料力学行为（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３３６１

作　　者：Ｍ．Ａ．Ｍｅｙｅｒｓ，
Ｋ．Ｋ．Ｃｈａｗｌａ

译　　者：张哲峰、卢磊 等
审　　校：王中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月
定　　价：１７９．００元

　　本书为《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２００９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Ｍａｒｃ

Ａ．Ｍｅｙｅｒｓ教授 和 ＫｒｉｓｈａｎＫ．Ｃｈａｗｌａ教授合著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是
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经典和权威之作，被广泛用

做美国各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生的辅助参考

书，以及材料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主要参考书。

译者张哲峰，研究员，２００６年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２００４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曾负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

家 ９７３项目等。
译者卢磊，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曾获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以及科技部 ９７３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等资助。作
为课题负责人已完成 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国家“９７３”课题、“８６３”课题。

８２ 材料类



粉末衍射理论与实践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９７０９

作　　者：Ｒ．Ｅ．Ｄｉｎｎｅｂｉｅｒ，
Ｓ．Ｊ．Ｌ．Ｂｉｌｌｉｎｇｅ

译　　者：陈昊鸿 雷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９８．００元

　　本书以实际工作应用为基本目标选择内容，除
了全面介绍现代科学研究中粉末衍射技术所涉及

的方法及功能，同时还详细阐述了零基础利用这些

方法所需的理论信息、示例和操作经验。

透射电子显微学（第二版，上、下册）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１５０６（上）

作　　者：Ｄａｒｉｄ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Ｃａｒｔｅｒ

译　　者：李建奇、杨槐馨、
田焕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月（上）
２０１８年 ５月（下）

定　　价：１０９．００元（每册）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透射电子显微镜由于其多种实验技术以及独

特的高空间分辨率优势，广泛应用于物理、材料、化

学和生物等学科以及工业应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

实验仪器。

本书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构造，实验技术的原

理和应用进行了详细介绍，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四

篇。其中上册包括两篇，第一篇主要介绍了一些与

透射电子显微镜相关的基本概念；第二篇主要介绍

了电子衍射的基本原理，不同的电子衍射实验技

术，以及对电子衍射的理论描述。

该书可作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和研究人

员的重要参考书籍。

译者李建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强关联物理系统结构问题的研究。侧重

于发展低温电子显微术，ＥＥＬＳ谱分析，和 Ｌｏｒｅｎｔｚ
电子显微术。

晶体材料中的界面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１５３７

作　　者：Ａ．Ｐ．Ｓｕｔｔｏｎ，
Ｒ．Ｗ．Ｂａｌｌｕｆｆｉ

译　　者：叶飞、顾新福、
邱冬、张敏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０１月
定　　价：１４９．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材料内部和材料之间界面是材料研究的一个核

心领域，它几乎与材料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密切相关。

本书全面介绍了界面的结构、热力学、动力学和性质

等四方面内容。通过阐述一些简单的模型和关键的

实验结果，着重论述一些基本概念，并使读者可以逐

步了解该领域的发展前沿。本书原著出版后，已成

为全世界科研人员公认的界面科学经典著作。

本书可供从事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

冶金、电子、机械等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高等院校

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成、性能及

应用（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６２４６

作　　者：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Ｃａｏ，
ＹｉｎｇＷａｎｇ

译　　者：董星龙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合成和制造纳米材料

和纳米结构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热力学、动

力学、化学和物理原理；详细讨论了纳米粒子、纳米

线、纳米棒、薄膜的合成和制造，和各种新兴的纳米

材料如碳纳米管，以及各种各样的光刻自组装等技

术；同时还简要介绍了纳米材料的表征方法和技

术，如原子力显微镜和扫描隧道显微镜等，以及纳

米材料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一些应用实例。

本书可用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科书，

且非常适合自学，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

９２材料类



参考。

焊接冶金学（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１２７４

作　　者：ＳｉｎｄｏＫｏｕ
译　　者：闫久春、杨建国、

张广军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在美国焊接界具有重要影响，是焊接专业

必选的主要教材之一。它从冶金学的角度系统地

介绍了金属材料在焊接热过程中的物理扩散、化学

反应以及形成的晶体结构特征、缺陷特征。在描述

熔化焊接工艺过程原理、热传导特点和焊接应力、

变形规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金属焊接冶金过程

中的凝固过程、相变过程和部分熔化区的形成及问

题，以及典型强化合金的焊接热影响区的微观组织

及性能。

本书可作为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的

专业课教材，还可作为焊接与技术工程、材料成形

及控制工程本科生专业课的参考教材，也可供从事

焊接技术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译者闫久春教授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系主

任，博士生导师，现代焊接生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

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能量损失谱学

（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５３５６

作　　者：Ｒ．Ｆ．Ｅｇｅｒｔｏｎ
译　　者：段晓峰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３月
定　　价：６８．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是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一本从基本原理、

仪器、应用等方面对电子能量损失谱进行全面综述

的专著。作者 ＲａｙｍｏｎｄＦ．Ｅｇｅｒｔｏｎ教授是电子显微
学杂志 Ｍｉｃｒｏｎ的主编，在国际显微学界享有盛誉。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电子能量损失谱

学，包括快电子与固体的相互作用、电子能量损失

谱实验技术的进展，以及和其他分析技术的比较；

第二章介绍了电子能量损失谱的仪器设备的原理

和能量分析与能量选择系统；第三章系统地介绍了

电子散射理论，重点讨论了非弹性散射的模型和理

论、外壳层和内壳层电子激发的原子理论；第四章

为能量损失谱的定量分析的原理和方法；第五章通

过大量的例子介绍了能量损失谱的应用。附录推

广了相对论下的 Ｂｅｔｈｅ理论，以给出有关参数化小
角度内壳层散射截面的公式，并提供了很多分析所

需的计算程序源代码和重要的物理参数，以方便读

者使用。

本书可作为从事电子显微学分析和研究的科

研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的参考用书。

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第三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５６７８

作　　者：ＤａｖｉｄＡ．Ｐｏｒｔｅｒ，
Ｋｅｎｎｅ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Ｍｏｈａｍｅｄ
Ｙ．Ｓｈｅｒｉｆ

译　　者：陈冷、余永宁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定　　价：５８．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是一部系统描述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基

础理论和应用的经典著作。主要内容包括热力学

和相图、扩散、晶体界面和显微组织、凝固、固态中

的扩散型转变和非扩散型转变等；还介绍了一些相

变研究的最新结果和应用实例，并附有近百道练习

题及其全部解答，这是本书相比其他相变著作具有

的显著特点。

本书适合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年级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对材料科学与工程领

域的研究人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０３ 材料类



金属高温氧化导论（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２７３８

作　　者：ＮｅｉｌＢｉｒｋｓ，Ｇｅｒａｌｄ
Ｈ．Ｍｅｉｅ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Ｐｅｔｔｉｔ

译　　者：辛丽、王文
审　　校：吴维山文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材癊科学与工程系专

事研究金属与合金高温氧化及热腐蚀的三位资深

教授的力作，自第一版出版后即在欧美各国产生广

泛的影响，被奉为本领域的经典著作。第二版秉承

第一版的风格，除继续系统阐明金属和合金的高温

氧化基础理论之外，更注重加入有关最新的研究进

展，令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材癊的高温退化现象之所

以。本书还着重讨论些与工业实际有关的问题，如

复杂体系的氧化过程，涉及复杂环境中的反应乃至

防护技术，包括涂层和气氛控制。

本书可供学习材癊高温退化知识的研究生阅

读，也是相关研究工作者手头必备的指南。

陶瓷导论（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５６０００

作　　者：Ｗ．Ｄ．Ｋｉｎｇｅｒｙ，Ｈ．Ｋ．
Ｂｏｗｅｎ，Ｄ．Ｒ．Ｕｈｌｍａｎｎ

译　　者：清华大学新型陶
瓷与精细工艺国

家重点实验室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６月
定　　价：７２．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原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自出版以

来在材料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关于陶瓷材料

科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叙述陶瓷工业、

陶瓷工艺过程及陶瓷制品；第二部分从原子微观尺

度上论述陶瓷固体的结构特征；第三部分论述陶瓷

材料显微 组织的形成过程；第四部分论述陶瓷材

料热、光、形变、强度、热应力、电导、介电、磁等物

理、力学性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全面了解陶瓷材

料结构、制备及性能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

本书对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特别是陶瓷材料科

学与工程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的师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脆性固体断裂力学（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５３７９５

作　　者：ＢｒｉａｎＬａｗｎ
译　　者：龚江宏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定　　价：３８．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是一部系统描述脆性固体（主要是具有共

价—离子结构的陶瓷材料）断裂力学基本概念和基

础理论的经典著作。

本书从材料学角度出发，总结了断裂力学在连

续介质、材料显微结构以及原子尺度上所取得的相

关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

成了系统的脆性固体断裂力学理论体系。其中，关

于显微结构屏蔽效应、原子尺度上裂纹尖端行为以

及压痕微开裂理论的描述，是本书与其他断裂力学

著作相比所具有的显著特色。

本书对于从事脆性固体的强度与韧性研究的

科研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ＢｒｉａｎＲＬａｗｎ教授为美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
力于脆性材料断裂性质的研究，是这个领域公认的

顶级专家。１９９５年被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ａｔｃｈ评为在过去 ５
年内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材料科学家之一，２００２
年被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评为材料科学领域被引

用最多、最有影响的研究者之一。

凝固原理（第四版，修订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８７９７

作　　者：Ｗ．Ｋｕｒｚ，
Ｄ．Ｊ．Ｆｉｓｈｅｒ

译　　者：李建国、胡侨丹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定　　价：４０．００元

１３材料类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以定量模型为主线，从固液界面的原子迁

移、界面结构到界面稳定性和溶质再分配，从胞状

和树枝状生长到共晶和包晶生长以及快速凝固的

组织形成，系统地揭示了凝固组织形成的一般规

律，把凝固理论的主体整合于一个连贯的体系中。

同时，以丰富的图解给读者以直观启示，以附录形

式对涉及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推演，并提供了习题和

大量参考文献。

本书不仅可作为冶金、材料类专业的教学用

书，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作者 ＷｉｌｆｒｉｅｄＫｕｒｚ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Ｓｗｉ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ＥＰＦＬ）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获中国国
家友谊奖。

译者李建国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晶体 结 构 精 修———晶 体 学 者 的

ＳＨＥＬＸＬ软件指南（附光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８８０３

作　　者：Ｐ．Ｍｕｌｌｅｒ等
译　　者：陈昊鸿
审　　校：赵景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定　　价：３６．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ＳＨＥＬＸＬ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结构精

修程序，不仅功能比较强大，而且使用比较方便。

本书既是一本面向晶体学者的 ＳＨＥＬＸＬ软件指南，
也是一本教科书，它涵盖了大量晶体结构精修中可

能遇到的难题，一步一步展示晶体结构精修的方方

面面，并通过示例文件和详细讲解说明问题、阐述

机理。随书光盘提供了重现这些精修过程需要的

所有文件，方便读者自行练习和对照。

对于具有初步 Ｘ射线晶体结构测定的基础、能
运行相关软件的入门者，本书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教

材；即使对于多年从事晶体结构解析的专家，本书

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金属塑性成形导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１３６１

作　　者：ＲｅｉｎｅｒＫｏｐｐ，
ＨｅｒｂｅｒｔＷｉｅｇｅｌｓ

译　　者：康永林、洪慧平
审　　校：鹿守理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定　　价：４５．００元

　　本书是《材料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之一。
本书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金属塑性成形研究

所（ＩＢＦ）所长 ＲｅｉｎｅｒＫｏｐｐ教授和 ＨｅｒｂｅｒｔＷｉｅｇｅｌｓ
博士根据其多年的科研及教学经验总结而成的一

本经典教材，也是德国金属塑性加工领域科技人员

的重要参考书。

与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在内容

组成和系统上独具特色。在塑性成形基本理论中

以工艺过程的局部量（分布量）为基础，详细介绍

了各类重要边界条件、屈服准则、流动法则以及工

艺控制参量的计算方法、误差分析及使用条件等情

况。在塑性加工问题解法的介绍中，既有经典的初

等解析法，也有现代有限元数值模拟技术、相似理

论和物理模拟技术等内容。概念准确明了，方法经

典而先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可供材料加工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硕士

生、博士生、教师和相关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工程技

术人员使用。

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三版，修订

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７７８０７

作　　者：Ｖ．Ｇ．Ｄｍｉｔｒｉｅｖ，Ｇ．Ｇ．
Ｇｕｒｚａｄｙａｎ， Ｄ．
Ｎ．Ｎｉｋｏｇｏｓｙａｎ

译　　者：王继扬
审　　校：吴以成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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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光学晶体———一份完整的

总结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７７７９１

作　　者：ＤａｖｉｄＮ．Ｎｉｋｏｇｏｓｙａｎ
译　　者：王继扬
审　　校：吴以成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三版，修订版）》与
《非线性光学晶体———一份完整的总结》是《材料

科学经典著作选译》丛书中的一套，两本书。

非线性光学晶体研制周期长，其性质测量与表

征技术复杂，相关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瀚的文献海

洋中，因此权威性的手册类著作对研究人员非常重

要。《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三版，修订版）总

结了非线性光学晶体频率转换的基本理论和公式，

以及其具体应用，如倍频、和频、差频和参量振荡

等，以及 １９６０年代到 ２０世纪末的 ７６种最重要的
非线性晶体的基本性质和具体数据。２００５年出版
的《非线性晶体———一份完整的总结》又根据激光

技术的发展及晶体的发展，重新编排了各类晶体的

位置，提供更新的数据，并加入了大量的结晶学、热

物理、光谱学、电光和磁光的资料。两书结合，可为

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完整和不可

替代的整套资料。

本书译者王继扬教授历任山东大学晶体材料

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晶体材料研究所所

长。现为中国晶体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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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力学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ＭＭ）
主编：

孙博华，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教授，

南非科学院院士

副主编：

陈十一，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

李少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秦庆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张传增，德国锡根大学教授

本套丛书集中体现现代材料、力学的发

展，以及它们在新的理论、方法、实验和应

用领域的交叉研究成果。丛书的主编和副

主编分别来自世界五大洲，１６个编委成员
也来自世界各地，均为材料和力学领域在国

际上非常有造诣的华人学者。

本丛书中的著作均由相关研究领域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撰写，可以作为研

究生的教学参考书和讲义，也可供材料和力

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参考。

量纲分析与 Ｌｉｅ群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５１７５

作　　者：孙博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６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当处理一个科学或工程问题时，首先要从物理
上深刻理解这个问题，列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

物理量和参数，一方面要使用量分析找到这些量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有关原理建立这个问题的

控制方程，然后求解这个方程，从而对这个问题有

深刻的了解，即一般都需要建模和求解的过程。本

书旨在启发学生用量纲分析方法建立物理模型，用

Ｌｉｅ群对称分析求解或分析解的结构。除了阐明科
学问题，本书还总结了著名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和历史背景，并给出许多典型的力学应用方面

３３材料类



的实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ｉｎ Ｏｉｌａｎｄ Ｇａｓ
Ｗｅｌ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油气井工程多相流动（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１５７２

作　　者：ＢａｏｊｉａｎｇＳｕ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 ＷＩＬＥＹ合作出版，
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是作者团队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凝练和总

结，给出了油气井工程中多相流动中基本概念、多

相流实验研究方法、流型演化机理、流动模型、辅助

方程、欠平衡钻井中的多相流动计算方法、控压钻

井中的多相流动计算方法、大位移水平井中的液－

固两相流动计算方法等。全书内容主要针对石油

和天然气钻井工程中的多相流动来展开，涉及近几

年国内外研究热点的控压钻井、欠平衡钻井、海上

大位移井、超深井中等工程中的多相流动问题，还

包括最近几年新发展的含相变的多组分多相气液

固多组分多相流动、超临界态多相流动工程计算方

法等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石油工程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

人员作为多相流动基础理论、数值方法、设计和计

算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Ｓｏｌｉｄｓ

非晶态固体：结构和特性（英文版，

ＡＭＭ１２）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６２９８

作　　者：Ｚ．Ｈ．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５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 Ｗｉｌｅｙ出版社合作
出版，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采用独特的方法阐述了非晶态固体的基

础理论。将非晶态固体分为无机玻璃、有机玻璃、

玻璃金属合金和薄膜四类，构建了非晶态固体的结

构模型，定义了理想的非晶体固体的原子排列，澄

清了玻璃固体中非晶态原子排列的奥秘。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材料科学、固体物理、

纳米科技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Ｈ．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
授。１９９１年当选澳大利亚皇家化学学会会员，１９９３
年获皇家化学学会“聚合物材料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２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材料中心主任。为英
国、瑞士、希腊、新加坡等多所高校的访问教授。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ｄ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层状和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边界元

法和应用（英文版，ＡＭＭ１１）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９２８００

作　　者：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ｑｉＹｕｅ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５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德国 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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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合作出版，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介绍了作者近十几年来发展的新型边界

元法，以及采用建议方法分析层状和梯度材料断裂

力学特性的研究成果。

新型边界元法基于层状各向同性材料基本解

和双层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基本解，采用子域和单一

区域边界元法分析断裂力学问题，引入可描述裂纹

尖端应力场和位移场变化特点的单元，采用沿材料

梯度方向分层的方法逼近梯度材料力学参数的变

化。采用建议方法计算了梯度材料中不同类型三

维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并分析了裂纹扩展。获得

梯度材料力学和几何参数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和

裂纹扩展的影响。

该书首先介绍了弹性力学和断裂力学的基础

知识，简单且完整地介绍了层状材料的基本解。在

接下来的几章里，发展了基于层状材料基本解的边

界元方法，并分析了层状和梯度材料的断裂力学问

题。最后，发展了基于双层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基本

解的边界元方法，并分析了该类材料的断裂力学

问题。

本书内容可供土木、水利、交通、航空等部门从

事力学、新材料的教学和科研的有关人员阅读

参考。

肖洪天，１９８４年和 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山东矿业学
院采矿系，获采矿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１９９８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获博士学位；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６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２００２年获第二届中国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奖（金奖）。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项。发表论文 ６０余篇，其
中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１５篇 ＳＣＩ收录的论文；
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５０余篇。

Ａ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ｅａｍｓ，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Ｓｈｅｌｌｓ

梁、板、壳结构非线性分析的二次摄

动法（英文版，ＡＭＭ１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４８３３

作　　者：ＨｕｉＳｈｅｎＳｈｅ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

压电结构与器件分析（英文版，ＡＭＭ９）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０７８２

主　　编：ＤａｉｎｉｎｇＦａｎｇ，
ＪｉＷａｎｇ，
ＷｅｉｑｉｕＣｈｅ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７月
定　　价：８８．００元

　　本书是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德国 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出
版社合作出版，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系统阐述了梁、板、壳和现代结构与器件中

其他结构形式的压电材料，及其在传感器等智能材

料中的应用，涉及压电结构分析中的很多新方法，包

括波传播、高频振动、材料表征、结构优化等，理解这

些方法对于下一代微结构器件的设计和模拟非常重

要。作者均为科研和工程领域的卓越学者。

本书可供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５３材料类



结构非线性分析的二次摄动法

（ＡＭＭ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４６８２

作　　者：沈惠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是 ＡＭＭ丛书之一，英文版与 Ｗｉｌｅｙ合作
出版，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专题讨论了二次摄动法及在梁、板、壳结

构非线性分析中的应用；系统地总结了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梁板壳结构非线性分析中所取得的最

新成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处理新型复

合材料板壳结构的非线性行为，特别是在复杂环境

或复杂荷载作用下的非线性行为。涉及梁、板、壳

结构的非线性弯曲、后屈曲和非线性振动各个领

域。本书所介绍的二次摄动法可推广应用于微纳

米尺度梁、板、壳结构的非线性分析。

本书可供结构设计人员、梁板壳结构非线性行

为研究的学者和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参考。

力电 耦 合 物 理 力 学 计 算 方 法

（ＡＭＭ７）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２９７８

作　　者：方岱宁、刘彬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是 ＡＭＭ丛书之一。
力电耦合的智能材料在舰艇声纳和超声检测

等多个高新技术领域有重要应用，在研究和优化设

计此类材料／器件中，计算作为与理论、实验并列的
第三种研究手段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著者的

研究团队近二十年针对智能材料不同层次的行为

性能研究发展了多个尺度下的力电耦合计算方法，

其中包括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原子有限元、蒙

特卡罗方法、相场方法、有限元方法等，并对一些重

要的力电耦合性质进行了研究，得到一些对实际应

用有指导意义的结果。本书不仅是材料及力学学

者力电耦合智能材料性能计算研究的参考书，也是

一本带有案例的全面综合介绍各种力电耦合计算

方法专著，适合相关研究和技术人员阅读。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压电 材 料 高 等 力 学 （英 文 版，

ＡＭＭ６）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４９７４

作　　者：ＱｉｎｇＨｕａＱｉ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８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是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
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主要阐述线性压电材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研究方法。其中包括 Ｔｒｅｆｆｔｚ有限元法，辛力学模型，
哈密顿系统；讨论了纤维增强压电复合材料，压电功

能梯度材料，压电材料等问题。本书的读者对象是

物理、力学和材料类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作者秦庆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被天津大学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力学、智能材

料与结构、生物材料力学，微纳米力学、复合材料损

伤与断裂力学。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ＡＭＭ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３１５１

作　　者：李凤臣、宇波、魏
进家、川口靖夫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英文版与 Ｗｉｌｅｙ合作

６３ 材料类



出版。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是流体动力学领域多年

来的研究热点，这一现象同时与湍流、流变学、流体

动力学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而且对其进

行应用推广需要化工、机械、市政等不同领域知识

的有机结合。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基于表面活

性剂添加剂湍流减阻流动研究领域最新的实验、数

值模拟和理论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有关

表面活性剂添加剂湍流减阻流动的湍流特性、流变

学物性、理论、特殊技术以及实际应用方面的问题。

本书可供流体力学、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空

调、制冷等相关专业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科

研人员参考使用。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Ｄｒａ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英文版，ＡＭＭ４）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８１５６

作　　者：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Ｂｏ
Ｙｕ，ＪｉｎＪｉａＷｅｉ，
Ｙａｓｕｏ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新型边界元法

分析（ＡＭＭ３）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２１４９

作　　者：肖洪天、岳中琦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９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英文版与 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合作出版。

边界元法是继有限元法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

精确高效的工程数值分析方法。传统的边界元法

主要适用于均匀材料。本书系统介绍了作者近十

几年来发展的新型边界元法，以及采用建议方法分

析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特性的研究成果。

本书中的新型边界元法基于层状各向同性材

料基本解和双层横观各向同性材料基本解，采用子

域和单一区域边界元法分析断裂力学问题，引入可

描述裂纹尖端应力场和位移场变化特点的单元，采

用沿材料梯度方向分层的方法逼近梯度材料力学

参数的变化。采用建议方法计算了梯度材料中不

同类型三维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并分析了裂纹扩

展，获得了梯度材料力学和几何参数对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影响。最后，展望了新型边界

元法的应用前景。

本书可供土木、水利、交通、航空等部门从事力

学和新材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有关人员阅读

参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ｏｆｔＭａｔｔ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软物质力学进展（英文版，ＡＭＭ２）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７２９９

作　　者：ＳｈａｏｆａｎＬｉ，
ＢｏｈｕａＳｕ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
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作为软物质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软

物质力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本书即是从

力学的角度系统总结了软物质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深入介绍了软物质力学研究的新方法，包括多尺度

胶体计算力学、熵弹性理论、无网格模拟液晶聚合

物、ＤＮＡ模拟计算等，并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介
绍了当前软物质力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课题。

本书的主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李

少凡教授和南非科学院院士、开普半岛科技大学的

孙博华教授。

７３材料类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ｌ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细胞力学进展（英文版，ＡＭＭ１）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７３０５

作　　者：ＳｈａｏｆａｎＬｉ，
ＢｏｈｕａＳｕ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６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为 ＡＭＭ丛书之一，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合作出版，
同时在海内外销售。

本书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

细胞力学和细胞物理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最新

进展。其显著的特点是用分子力学和复杂连续介

质力学的方法研究和计算细胞的演变和分化；将定

量的数学力学分析方法与实验手段相结合来探讨

细胞的生物物理特性。

本书适合作为从事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和力

学、软物质力学和物理、计算力学，以及生 物化学

和医学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本书的主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李

少凡教授和南非科学院院士、开普半岛科技大学的

孙博华教授。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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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Ｆｕｍ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ｎｏｓｔｉｃｓ肿瘤靶向诊治纳米材料

（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９２４４

作　　者：谭明乾、吴爱国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定　　价：１２８．００元

　　本书为《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之一，与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合作出版，同时在国内外

销售。

近年来，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建

立有效的癌症诊断和治疗技术提供了新的契机，欧

美国家都启动了大规模的纳米药物计划 。相对于

传统的药物输送方法，多功能纳米材料用于药物的

输送和成像具有独特的优势，如运载量大、可装载

多种目标配体、大幅提升成像能力等，有望在医学

应用中，尤其是恶性肿瘤诊断和治疗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

本书瞄准世界肿瘤靶向诊断和治疗一体化这

一前沿的研究领域，结合临床中的应用，系统介绍

了应用于肿瘤靶向诊断和治疗的纳米材料的研究

进展，包括磁性纳米粒子、半导体荧光量子点、金／
银纳米材料、碳纳米材料、磷脂／多聚物／ＤＮＡ复合
纳米材料、超声微（纳）泡材料、蛋白基质纳米材

料，以及基于球状高分子纳米粒、碳／硼纳米管、脂
质体和磁性纳米材料等的硼／钆中子捕获治疗在肿
瘤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等。作者均为本领域研究

成果卓著的科学家。

纳米科技基础（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６５０９

作　　者：陈乾旺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定　　价：４５．００元

　　本书为《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之一。
本书内容涉及纳米科技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技

术特征和应用前景。具体章节包括：从原子到材

料，典型纳米材料—碳纳米管，低维纳米结构，纳米

材料和纳米结构的表征方法，原子和分子操纵与纳

米结构制备，纳米生物学，纳米晶体管等纳米器件

和前景展望等。注重理论，也力求将最新的研究进

展，如单电子器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等介绍给读

者。本书适合给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做教材

使用，也可供该领域科研人员和普通读者参考。

８３ 材料类



有序介孔分子筛材料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５４３６

作　　者：赵东元、万颖、
周午纵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４月
定　　价：８８．００元

　　本书为《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之一。
本书是作者根据十几年来从事介孔分子筛材

料研究的成果并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发展而撰写

的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以有序介孔分子筛材料的

合成、结构和应用为主线，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介孔

分子筛材料合成原理、结构表征技术、形貌控制和

功能化，并结合研究前沿展望了其发展趋势。书中

着重从基础科学的角度理解介孔材料及其应用，目

的是希望研究者，即使是初学者，阅读本书后能理

解介孔分子筛中的化学原理，掌握其合成技巧，获

得高质量的介孔材料并开发其应用。

本书可供化学、化工、物理和材料等领域，特别

是从事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领域开发应用研究和在

厂矿企业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考。

时间分辨光谱基础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００９７

作　　者：郭础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为《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之一。
时间分辨光谱是在传统的光谱学基础上结合

光脉冲技术和微弱、瞬变光信号检测方法而发展起

来的一门新兴学术领域。它通过实时监测分子体

系的电子吸收、荧光发射以及 Ｒａｍａｎ散射等光谱
学现象，跟踪某些物理、化学过程，或呈现特定的生

命功能瞬间的分子结构演变，激发态弛豫、分子间

能量传递、电子转移及以空间取向变换等基元运动

变化步骤的化学动态学机理，在原子水平上对分

子运动变化过程的微观图景给出直观描述，使人们

能在客观、准确的事实基础上揭示物质分子的一些

物理、化学行为以及生命现象奥秘，为巧妙、有效地

控制对某些令人感兴趣的分子过程提供重要科学

启示，并为研究发展新型光子、光子学器件可靠的

事实依据。

本书是作者多年科研实践经验、结合在纽约市

立大学研究生院授课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系统

综述化学动态态学微观过程、激光脉冲技术、微弱

和瞬变光信号检测及数据处理方法的同时，分别介

绍几种主要的时间分辨光谱测量及其典型应用实

例，其中包括对在分子水平上探讨光合作用原初过

程微观机理。

本书适于作为物理化学、化学物理专业学生、

研究生教材，也适合作为功能材料、分子器件以及

生物工程等新兴交叉科学研究人员的参考读物。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术及其应

用（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６４５５

作　　者：ＺｈｅｎｇＣｕｉ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８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印刷电子技术这一新
兴电子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工艺技术与应用。是

国内外第一部将无机半导体材料作为印刷电子的

核心材料来介绍印刷电子技术的专著。

９３材料类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术及其

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１２９４

作　　者：崔铮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３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为《纳米科学与技术著作系列》之一。
本书从材料、工艺技术以及应用等各方面全面

介绍了印刷电子学这一新兴学科，内容包括有机印

刷电子材料，无机印刷电子材料，印刷电子制造工

艺与相关设备，印刷晶体管原理、结构与制造技术，

印刷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原理、结构、材料与制造

技术，印刷发光与显示器件原理、结构与制造技术，

印刷电子器件的封装技术，印刷电子技术的应用与

发展前景。在各章内容安排上涵盖了研究与应用

印刷电子技术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并介绍了国外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考虑到印刷电

子学本身的多学科性与学科交叉性，读者群可能来

自不同学科背景。因此本书各章均以描述基本原

理为主，辅以大量实例与图表，避免烦琐的数学描

述。每章都附有相关参考文献与网址，供读者进一

步获取详细信息。

作为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印刷电子学的书籍，

本书既是一本印刷电子学的高级入门读物，也具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深度，适于作为具备大学物理、化

学、电子学基础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以及相

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与工程技术开发人员学习了解

印刷电子技术的专业参考书。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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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科学与技术丛书

并联机器人机构学基础

作　　者：刘辛军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估）

　　本书共分 ５章，是作者对并联机器人机构学近
２０年的研究成果的积累。本书密切结合高速机械
人、多轴联动加工机器人等先进制造装备的应用需

求，系统地介绍了面向装备整机研发主题的构型创

新设计、性能分析及评价、奇异性分析及评价、运动

学优化设计等基础理论与方法，并给出了具体应用

实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体系。

本书可供机构学、机器人学、先进制造装备等

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行业工

程师、设计师的参考资料。

刘辛军，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机构学、先进制造装备、机器人学。

月球车移动系统设计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３３１０

作　　者：邓宗全 高海波
丁亮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６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书在对月球车移动系统多年理论研究和工程
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密切结合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

需求，主要以月球车移动系统为对象，对国内外星

球车移动系统的结构特点进行了全面概况；基于拓

０４ 机械类



扑学对月球车移动系统进行了构型设计和折展技

术研究，并进行了性能分析与参数优化；基于地面

力学对月球车轮－地作用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月
球车移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和移动控制研究；针对月

面低重力环境进行了重力补偿技术研究；设计了多

节串联式移动系统原理样机并进行了性能实验。

本书适合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从事机器人研

究、星球表面巡视探测研究的工程设计人员、教师

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邓宗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月球车移动系统研究。

柔顺机构设计理论与实例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１５１４

作　　者：ＬａｒｒｙＬ．Ｈｏｗｅｌｌ等
译　　者：陈贵敏 于靖军

马洪波 邱丽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３月
定　　价：７９．００

　　与传统刚性机构相比，柔顺机构具有高精度、
无间隙、无摩擦、免润滑、可单件加工、重量轻和便

于小型化等优点。

本书详细介绍了柔顺机构主要的建模和设计

方法，全面总结了柔顺机构的综合方法，并分类整

理了包含数百种柔性单元和柔顺装置的大型图库。

本书旨在启迪和引导设计人员开展柔顺机构的

研发。

本书主要面向具有一定机构设计经验的工程

师和产品研发人员。对非工程领域的设计人员和

发明家们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ＬａｒｒｙＨｏｗｅｌｌ是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ＡＳＭＥ
Ｆｅｌｌｏｗ、柔顺机构学领域第一本专著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作者；ＳｐｅｎｃｅｒＭａｇｌｅｂｙ是美国杨百翰
大学教授、ＩｒａＡ．Ｆｕｌｔｏｎ工程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陈贵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２００５年毕
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博士

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柔顺机构及其应用。

于靖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柔性机构、并联机构、精微机械、运动几何学等。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的几何基础与旋

量代数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３４８３８

作　　者：戴建生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起始于直线几何与线性代数，自然过渡到
旋量代数与有限位移旋量，紧密联系李群、李代数、

对偶数、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四元数、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对偶四元数等，全
面深入地阐述旋量代数在向量空间理论下的演变

与推理，提出旋量代数与李代数、四元数代数以及

有限位移旋量与李群的关联理论，展示出旋量理论

与经典数学以及现代数学的内在关联。

在第二篇“旋量系理论及机构约束与自由运

动”中，运用集合论与线性代数等经典数学推导并

揭示旋量系、旋量多重集及其阶数与基数的本质内

涵，首次提出旋量系关联关系理论、零空间构造理

论、旋量系分解理论及旋量系对偶理论。通过演绎

旋量系四大基本理论在过约束机构、抓持与并联机

构约束分析、机构活动度等机构学问题中的推理与

应用，提出并系统地建立完整的旋量系理论。

在第三篇“旋量代数与几何基础的机构学应

用”中，运用旋量代数与旋量系理论研究了 Ｓａｒｒｕｓ
机构、Ｈｏｌｂｅｒｍａｎ机构、Ｓｃｈａｔｚ机构、Ｗａｔｔ机构等经
典机构以及变胞并联机构、闭环支链并联机构等新

型机构，提出并联机构四大基本旋量系、扩展活动

度准则、增广抓持矩阵、弹性系数融合矩阵、多指灵

巧手“变胞活动手掌”等能够解决机构学与机器人

学中实际问题的一系列新概念，完整地演绎了旋量

代数与旋量系理论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学中的应用。

本书层次清晰，推理严谨，循序渐进。适合作

为旋量理论、机构学、机器人学、计算机科学及图形

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高年级本科生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戴建生，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机电及机器人

中心首席教授，ＡＳＭＥＦｅｌｌｏｗ，ＩＥＥＥＦｅｌｌｏｗ。主要从
事机器人学、机构学研究。

１４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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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丛书

精密工程设计与分析

作　　者：程凯 丁辉 陈时锦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估）

　　本书以机械工程领域中涉及的精密工程设计
与分析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从精密工程设计与分

析的理论基础、设计分析实例、工程应用等多个角

度介绍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和成果。

本书对从事精密工程设计与分析的科研人员

和工程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亦适合机械

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教师阅读和参考。

程凯，英国 Ｂｒｕｎｅｌ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超精密加工与微纳制造、智

能刀具设计与智能加工。

整体立铣刀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作　　者：丁国富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９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估）

　　在整体立铣刀的数字化设计方面，本书介绍
了整体立铣刀的结构分类；分析了其设计特点；介

绍了整体立铣刀刀刃曲线建模理论；介绍了整体

立铣刀的参数化三维特征建模理论以及参数化建

模与工程图生成技术。在整体立铣刀的数字化制

造方面，本书介绍了整体立铣刀数控磨削工艺设

计方法；详细推导了刀具各加工面的数控砂轮的

磨削刀轨计算算法；介绍了整体立铣刀磨削加工

仿真。

丁国富，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数字化制造、多轴数控机床及其加工

技术。

ＭＥＭＳ技术及应用

作　　者：蒋庄德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４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估）

　　本书针对非电类学生和科研人员，全面系统地
讨论了微型电子机械系统（ＭＥＭＳ）的主流技术与
典型应用。主要内容包括：ＭＥＭＳ导论、ＭＥＭＳ结
构性特征及影响因素、ＭＥＭＳ常用材料与特种材
料、硅微工艺与 ＬＩＧＡ技术、ＭＥＭＳ设计方法与范
例、ＭＥＭＳ静动态检测技术、ＭＥＭＳ器件与系统的
典型应用以及纳机电系统与石墨烯概述。

本书可供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等专业的研究

生、教师以及其他工程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

蒋庄德，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 ＭＥＭＳ、精密与超精密技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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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前沿著作系列

柔性设计———柔性机构的分析与

综合

作　　者：于靖军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０１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估）

　　本书密切结合精密工程、仿生机器人等工程需
求，构建而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柔性设计理论

及方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体系。全书总共分

２４ 机械类



为三篇，即分析建模篇、设计综合篇与设计实例篇。

作为全书的数学基础，在附录中还增加了对旋量理

论基础的描述。

本书可供机构学、机器人学、精密机械与仪器

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行业工

程师、设计师的参考资料。

于靖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柔性机构、并联机构、精微机械、运动几何学等。

系统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８１７７８

作　　者：闻邦椿 刘树英
郑玲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讨论创新设计的主要方法之一：系统化设
计。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系统化设计的理

论和方法，研究了基于系统工程的有关创新设计的

核心内容。

系统化设计方法论包括设计工作的三大核心

要素、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以及动态因素。三大核

心要素是目的和要求、任务和态度、步骤和方法；主

观因素是四项潜能，即思想和品德、知识和能力、健

康和生命、毅力和战术；客观方面的三个影响因素

是机遇和挑战、环境和协调、条件和利用；设计过程

中的两个动态因素是学习和致用，检查、总结和

提高。

还讨论了系统化设计的四个主要阶段：调研和

选题阶段、规划阶段、科学实施阶段以及检验和评

估阶段。调研和选题阶段包括 ３Ｉ调研，即用户需
求调研、产品环境调研和产品风险调研；规划阶段

包括 ７Ｐ规划，即设计目标、设计思想、设计环境、设
计流程、设计内容、设计方法及设计质量检验的规

划；科学实施阶段包括功能优化设计、结构性能优

化设计、使用性能优化设计及制造性能优化设计

等；设计质量检验包括采用理论方法、经验方法、试

验方法、专家系统及用户信息反馈等进行检验。

本书可供主管项目研发和设计的领导及从事

产品设计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和阅读，也可供科研

机关的科技人员及大专院校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闻邦椿，东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

要从事振动理论和机械设计理论研究。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刀盘系统现代设

计理论及方法

作　　者：霍军周 孙伟
马跃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３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书围绕全断面岩石掘进机（ＴＢＭ）刀盘系统设
计这一关键问题，在综合分析 ＴＢＭ刀盘系统设计
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针对 ＴＢＭ刀盘系统中的滚刀
群破岩机理及受力预测模型、盘形滚刀动态特性及

新结构研究、刀群三维回转切削仿真与刀间距优化

设计、滚刀群与盘体支撑结构耦合布置设计、刀盘

盘体结构设计及 ＴＢＭ刀盘设计系统开发等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适合掘进机刀盘设计、大型复杂装备设计

的科研人员参考和阅读。

霍军周，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机械零部件结构优化设计及损伤

检测。

孙伟，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大型掘进装备设计、ＣＡＤ／ＣＡＭ 集成
设计。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的案例教程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３９４１

作　　者：张玲玲 肖静
主　　审：肖云魁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全书共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基础篇，主要介绍
Ｍａｔｌａｂ的基本操作、编程方法和实用技巧；第二篇

３４机械类



为信号处理篇，针对故障诊断中特征提取技术，总

结目前信号处理领域应用在故障诊断中的先进实

用的信号处理方法，按照先介绍信号处理方法的基

本理论，然后给出该种处理方法的 Ｍａｔｌａｂ相关函
数，最后结合车辆故障诊断实例并给出相应的

Ｍａｔｌａｂ源代码程序的架构，分为六章来介绍，其中，
第二章为信号处理分析基础，第三章为时频分析方

法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第四章为小波分析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第五章为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
变换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第六章为分数阶
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第七章为
图像处理技术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第三篇为
模式识别篇，总结目前故障诊断中的模式识别方

法，按照先介绍方法的基本理论，然后给出该方法

的 Ｍａｔｌａｂ相关函数，最后结合车辆故障诊断实例并
给出相应的 Ｍａｔｌａｂ源代码程序的架构，共分为五章
来介绍，第八章为人工神经网络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
用研究，第九章为模糊理论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
究，第十章为遗传算法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
第十一章为粒子群算法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
第十二章为支持向量机的 Ｍａｔｌａｂ实现及应用研究。

肖云魁，军事交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

从事柴油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第二

版）

作　　者：邹慧君 颜鸿森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７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估）

　　本书着重阐述了机械产品创新设计的理论与
方法，共三篇。第一篇为创新设计基础；第二篇为

机构创新设计；第三篇为机械系统创新设计，包括

机械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工作机理、机械创新设计过

程模型和功能求解模型、工艺动作过程构思和分

解、机械运动系统方案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机电一

体化系统方案基本原理、机械运动方案的评价体系

和评价方法。

本书适合从事机械系统和机电系统设计与研

究的科研人员、教学工作人员、研究生等参考使用。

邹慧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颜鸿森，台湾成

功大学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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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１５２８

作　　者：梅检民 肖云魁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６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全书以分数阶傅里叶变换为主线，以目标分
离、噪声抑制、特征增强为框架结构，辐射展开相关

内容。全书共有十二章，分为四个单元：分数阶傅

里叶变换及瞬变工况故障诊断基础、分数阶域目标

分离、噪声抑制、特征增强。

本书具有突出的两个编写特色，更有利于读者

掌握本书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一是理论介绍与工程

背景相联系，在工程背景下介绍必需的理论基础，

即全面详尽，又力求简洁；二是方法介绍与诊断案

例相结合，将诊断方法直接应用在齿轮箱具体诊断

案例中，既方便理解，更贴近实际。

本书取材先进，实用性强，适合作为高等院校

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工程、仪器科学

技术等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

生的教材或参考书，对于从事汽车动态分析、汽车

检测与诊断、汽车维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肖云魁，军事交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

从事柴油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４４ 机械类



误差分析———物理测量中的不确

定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３８６９

作　　者：ＪｏｈｎＲ．Ｔａｙｌｏｒ
译　　者：王中宇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这是一本介绍误差分析与不确定度评定好书，
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为 ６国语言，在国际上具有
很大的学术影响力。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共计 １２章。其中第 Ｉ部
分包括 ５章内容，主要介绍大学低年级物理实验中
所需误差分析的基本概念。前两章介绍误差分析

与不确定度的基本概念：第 １章给出误差分析的初
步描述，第 ２章介绍如何报告与使用不确定度。第
３章介绍误差传播。第 ４章和第 ５章介绍不确定度
的统计方法，具体包括第 ４章的随机不确定度的统
计分析和第 ５章的正态分布。第Ⅱ部分内容有所
加深，其中有一些内容是第 Ｉ部分的具体应用，另
一些则是统计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主要包括数据

处理和三大分布两个主题，其中数据处理部分包括

４章，分别为第 ６章的数据剔除、第 ７章的加权平均
值、第 ８章的最小二乘拟合以及第 ９章的协方差与
相关性；三大分布包括第 １０章的二项式分布、第 １１
章的泊松分布以及第 １２章的卡方检验。这两个主
题分别安排在 ７个短章中，前后之间的内容相对独
立，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兴趣按照任意的顺

序阅读。

书中结合实例，特别是精密物理测量的实例进

行讲解，每章末尾安排了大量的习题。在附录部分

给出了每章中的快速测验与章末奇数编号习题的

答案。本书与国内的误差理论教材在组织结构、教

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目前我国在市面上尚

无这种模式的同类中文书籍。从写作上来说，本书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讲解细致。可以作为我国大

专院校的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供科研院所的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王中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精

密测量与误差分析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机构自由度计算———原理和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４２５４

作　　者：黄真 曾达幸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２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机构的自由度计算是《机械原理》教科书的一
个基本问题，所有的机械原理书都是介绍自由度的

Ｇ－Ｋ公式，历史上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百
余年来发现不少机构不服从 Ｇ－Ｋ公式，至今仍未
得到解决。

机械工程专业主要是培养千千万万的机械工

程师，他们将参加方方面面的机械创新设计活动，

没有正确分析机构自由度的能力则是一个较大的

缺陷。为此，作者以最简单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一个

新的自由度计算原理，不但将其应用于并联机构和

古典机构，而且还扩展到一般平面机构和空间机

构等。

该书适合机械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及工程师阅

读、参考。作为大学生的课外读物和机械工程师们

的参考读物，有利于培养其机械创新的能力。他们

从中可了解最必要的自由度计算的基础知识，还可

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黄真，燕山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机

构与机器人领域的知名专家，２０１０年获机械工程
领域国际学术组织 ＩＦＴｏＭＭ授予的“卓越成就奖”。

工程统筹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７６７５

作　　者：任世贤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３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立足于工程项目管理，依托作者原始创新
的结构符号网络计划技术（或 ＢＡＮＴ网络计划技
术），用网络计划技术和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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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即网络计划符号学和项目管理软件工程学的

思想贯穿全书，构建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的定性理论

和定量理论及其实用技术。

本书首次揭示和阐释了基本网络计划技术与

各种网络计划类型的内在联系与作用，并揭示和阐

释了网络计划技术与项目管理软件之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学习和掌握网络计划技术和

项目管理软件的科学方法；书中的构图和实例尽可

能地用 ＢＡＮＴ３．０软件绘制，以彰显结构符号网络
计划技术的正确性与可信度。

本书适合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科研人员、学生

以及工程师阅读。

任世贤，贵州攀特工程统筹技术信息研究所所

长，教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分会理事。

现代机构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０９２１

作　　者：李瑞琴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主要介绍现代机构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
及前沿，具体内容包括如下部分：

第一部分回忆邹慧君先生从事机构学研究的

历程，展示中国机构学届的发展历程和传承；第二

部分为特邀国内外机构学专家撰写的现代机构学

研究的战略思考与学科前沿，对读者了解和把握机

构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

部分为现代机械系统设计与创新的理念，突出展现

了现代机构学的发展、创新和实际应用；第四部分

阐述了机构学的教学研究和思考，从后续人才培养

方面，谈了作者的认识。

本书合适从事机构学、机械产品创新设计的研

究生、工程师及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作者均为机构学与机器科学领域的专家。

生物机械电子工程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６２２１

作　　者：王宏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９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根据目前生物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国际上
的研究热点，由浅入深、详细地介绍了生物机械电

子系统（简称生机电系统）的原理、方法和一些最

新研究成果的典型应用。本书分三篇。第一篇为

生机电系统，第二篇为生物信号检测，第三篇为生

物电信号处理及模式识别。生机电系统篇包含六

章，介绍了典型生机电硬件系统的构成和基本原

理；生物信号检测篇包含七章，介绍了生物组织的

电、磁特性和检测技术；生物电信号处理及模式识

别篇包含七章，介绍了对生物电信号的分析处理和

模式识别方法。

王宏，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生物物理及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研究。

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３９２９

作　　者：宋锦春 陈建文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７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包括液压伺服控制和比例控制两部分内
容。首先介绍了液压伺服与比例系统的概述及相

关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液

压伺服与比例控制系统的典型元件与回路知识，如

电液伺服阀、机液伺服系统、电液比例阀、电液比例

基本回路及电液比例技术的工程应用实例等，其中

不少内容涉及到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领域的新技

术。最后，还介绍了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方法以及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的仿真分析。
本书以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为主线，注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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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传动与控制理论基础，并且多处选用编者多年

工程项目实例，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有效

结合。书中液压元件尽可能选用最新产品，液压职

能符号统一采用国家最新标准。读者可以通过本

书对液压比例与伺服控制方面的理论知识和该技

术目前发展及应用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

本书可作为一般读者学习和掌握液压伺服与

比例控制技术的参考书，可作为机械工程类专业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学习的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的

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宋锦春，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液压传动与伺服比例控制、机电液一体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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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３４９３

作　　者：韩建友 杨通
尹来容 钱卫香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７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对经典机构综合问题给出了现代综合理
论与方法，对连杆机构综合中的运动生成、函数生

成和轨迹生成机构综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全书共分 １３章，主要内容包括：坐标变换基础，三、
四、五位置运动生成平面四杆机构综合，四位置运

动生成平面六杆机构综合，四、五精确点函数生成

平面四杆机构综合，四、五位置运动生成球面 ４Ｒ机
构综合，四、五精确点函数生成球面 ４Ｒ机构综合，
平面无限接近运动几何学基础，无限接近四位置直

线轨迹生成平面四杆机构综合，无限接近五位置直

线轨迹生成平面四杆机构综合，混合四位置直线轨

迹生成平面四杆机构综合，机构稳健优化设计，机

构综合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解域综合方法贯穿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且均有

示例及其对应的软件系统。软件系统可实现综合

机构的可视化、立体化及动态化，以便于读者对复

杂问题的理解以及设计者对机构方案的选取。

本书可作为连杆机构综合的研究者、工程设计

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的

研究生教材或参考资料。

韩建友，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低副机构的分析、综合以及机构动力平衡等。

车辆动力学控制与人体脊椎振动

分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１０４８

作　　者：郭立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２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介绍了车辆动力学与控制以及人体脊椎
振动特性分析等内容，讨论了车辆行驶平顺性、主

动悬架系统、转向系统、车辆侧翻的动力学与控制、

电动汽车的动力经济性，以及车辆等振动环境对人

体脊椎动态特性的影响问题，分析了振动冲击载荷

及人体上身质心变化对人体脊椎动态特性及脊椎

组织多孔弹性特性的影响问题。书中相关内容对

提高车辆平顺性、舒适性、安全性，降低人体振动损

伤，获得人体脊椎振动损伤的保护方法及指导机械

产品设计均有促进作用。

本书可作为车辆工程与机械工程领域中动力

学与控制、人体安全法规制定以及脊椎疾病的临床

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设计和分析研究等人员的参

考用书，也可作为车辆工程、应用力学、生物力学等

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郭立新，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车辆动力学、生物力学。

润滑数值计算方法（配光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１５０８

作　　者：黄 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５月
定　　价：７５．００元

　　本书不同以往的理论教材与专著，而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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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能量方程和弹性变形方程并结合计
算方法来介绍实用计算程序。这是本书最具特色

之处。

本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润滑控制方程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求解，这一部分是润滑分析的基本内
容，包括了不同工况下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形式与离
散、滑块不可压稳态润滑数值计算方法与程序、径

向滑动轴承润滑数值计算方法与程序、动载轴承润

滑计算方法与程序、气体润滑数值计算方法与程序

和脂润滑数值计算方法与程序。第二部分介绍了

能量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能量方

程的形式与离散、温－粘方程。然后，结合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方程和能量方程，给出了不同工况下的热流体润滑

方程计算方法与程序。第三部分通过对弹性变形

方程计算，并结合与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耦合介绍了等温
弹流和热弹流计算方法与程序，其中压—粘方程应

用也是一个关键。第四部分介绍了作者针对工程

润滑问题开发的一些程序，包括：微型电机人字沟

轴承润滑计算程序及其优化设计、磁盘磁头薄膜气

体稳态润滑计算及优化设计程序和磁盘磁头薄膜

气体动态润滑计算程序。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的教师、硕士生、博士生，以

及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使用。

黄平，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机械设计

及理论研究和摩擦学教学和研究。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二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３４７０８

作　　者：邹慧君　高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第二本，由上海交大邹慧
君、高峰主编和统稿。全书共分 ９章，包括第一章
欧洲机构学发展的现状（由英国伦敦大学戴建生、

崔磊编著），第二章介绍了拓扑机构理论及数字化

（由燕山大学丁华锋、黄真编著），第三张介绍了机

构运动几何分析与综合（由大连理工大学王德伦、

汪伟编著），第四章函数机构系统之串并联组合机

构（由台湾成功大学颜鸿森、欧峰铭编著），第六章

柔性机器人机构动力学研究进展（由北京工业大学

余跃庆编著），第 ７章电热微夹钳的设计与操作研
究（由大连理工大学褚金奎编著），第八章二至六

自由度并联微操作机器人构型（由上海交通大学高

峰、岳毅编著），第九章广义机构研究进展及应用

（由上海交通大学邹慧君、梁庆华编著）。

本书可作为从事机械工程设计、制造、运行、维

修的科技人员，高等院校进行机械工程学习、研究、

教学的研究生、教授参考使用。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与实现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８６８１

作　　者：季忠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定　　价：３５．００元

　　目前颅内压监护主要以有创方法为主，因而不
可避免给病人带来痛苦，同时对临床医生的要

求比较高。无创检测方法虽有研究，但尚未但

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国内也尚未见到系统地讨论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的同类书籍。

本书是基于作者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领域和

虚拟式生物医学仪器研究过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同时借鉴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编写而成的，系统地介

绍了目前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及其实现。同时，在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也特别注意介绍国内外在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本书是一本综

合应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电子技术、虚拟仪器技

术等相关学科原理与技术的专著，充分体现了学科

交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适合于专业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

员使用，亦可作为研究生研究相关课题时的参

考书。

季忠，重庆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工程信号检

测与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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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动力学史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１３４７

作　　者：张 策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定　　价：４８．００元

　　经典力学建立以后，机械动力学便开始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械向高速化、轻量化、精密

化、自动化和大功率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机械动

力学迅速发展。本书从这两个历史阶段阐述机械

动力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和发展，以及与生

产力相互促进和转化的辩证关系，是国内外首部研

究机械动力学发展史的优秀著作。

该书具有如下学术价值：（１）高屋建瓴地回顾
２００多年来机械动力学的发展，有助于读者形成或
强化对生产活动与科技活动互动的辩证关系的认

识；（２）可以使动力学研究者在极短的时间内粗略
了解整个机械动力学各分支领域发展的状况，从而

得到启发和借鉴；（３）机械动力学是机械学的一个
重要领域，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机械学研究史的空白。

本书不是给站在前沿的研究者所写的文献综

述，而是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机械动力学的

发展脉络和趋向，适合从事机构动力学、传动动力

学、转子动力学、机床动力学、车辆动力学、机器人

动力学以及相关工程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

人员阅读和使用。

张策，天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机械动力学研

究，是我国机构动力学和机械传动动力学专家，在

该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微流动及其元器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５３８１８

作　　者：计光华　计洪苗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４月
定　　价：６４．００元

　　微流动是 ２０世纪末的新兴学科。它被广泛用
于各类芯片、微机电系统（ＭＥＭＳ）、微机器人及微
飞行器的研究与设计中。

本书共设三篇二十二章。第一篇介绍微流动

基本理论中考虑速度滑移后 Ｂｕｒｎｅｔｔ方程的具体
化、数值计算方法及其应用；第二篇介绍引起微流

动的各种动力源，如毛细现象、动电现象、介电电

泳、渗透与扩散、附壁现象、微热管、相变现象及流

变现象等；第三篇介绍调节和控制微流动的各类元

器件以及微流管网，包括微阀、微泵、微混合器、微

分离器以及微动力机械。

本书适合从事微机电系统、生物芯片、微机器

人以及微仿生学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参考使用；适合

机械工程、生物制造等相关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教师阅读。

计光华，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近 １０余年专门从
事微流动机理研究；计洪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机械工程系，后进入新加坡科技发展局下属的微

电子研究院从事生物芯片、检测芯片等微流动研究

与技术开发工作至今，在国际杂志及会议上发表论

文 ３０余篇，并在该领域获得美国及国际专利 ８项。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３７１９１

作　　者：邹慧君、颜鸿森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定　　价：４８．００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已经引起国内外

机械工程界的普遍重视，机械创新设计的理论、方

法、技术和应用已经被国内外从事机械设计的科技

人员广泛研究。

本书重点强调机械产品的核心创新机制，并根

据机械产品的设计特点，围绕机构创新设计和机构

系统创新设计的理论方法展开讨论。该书同时对

从事机械产品创新设计所必备的创新思维、创新原

理、创新技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该书理论性和实用性均较强，适合从事机械产

品设计的广大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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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亦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邹慧君、颜鸿森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台

湾成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机构学、机械创新设计

等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的资深专家。

新一代 ＧＰＳ标准理论与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２４８９４

作　　者：蒋向前
出版时间：２００７年 ９月
定　　价：２８．００元

　　本书为《长江学者论丛》之一。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与认证（ＧＰＳ）是有关几何

产品质量与性能的基础技术标准。第一代 ＧＰＳ仅
适于手工设计环境，不便于计算机表达、处理和数

据传输，新一代 ＧＰＳ将是国际经济运作大环境中
产品质量、国际贸易及安全等法规在世界范围内保

持一致的重要支撑工具，是国际公认的重要基础

标准。

本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新一代 ＧＰＳ标准体系
的结构模型、理论体系、关键技术及应用，内容属该

领域的国际前沿，将为我国贯彻执行新一代 ＧＰＳ
标准与计量体系，与国际标准同步接轨提供一个技

术平台，对加速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产品质量的提高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适合机械设计、机械制造、计量工程以及

标准化领域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参考。

蒋向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英国哈德斯菲尔

德大学精密技术中心终身教授、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ＴＣ２１３专家组成员，曾在第一时间参与了新一
代 ＧＰＳ国际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制订。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一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０４３１５

作　　者：邹慧君　高峰
出版时间：２００７年 ４月
定　　价：６２．００元

　　《现代机构学进展 第一卷》共分 １３章，内容涵
盖了近 ２０年来国内外机构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中国机构学 ２０年主要研究成果和发展展
望、现代机构拓扑机构学、少数自由度并联机器人

机构学、并联机构设计与应用、混合输入机构、柔顺

机构和分析与设计、变胞原理和变胞机构的发展、

并联机构综合的微分几何方法、平面连杆机构的分

析与综合、现代凸轮机构、基元式机构创新设计、机

构系统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方案设计等。

该书适合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师以

及在校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参考使用；对

于想了解机构学进展并从事创新设计的科技人员

更具指导价值。

主编邹慧君、高峰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机构

学及机器人设计领域的专家。

精密工程发展论（双语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６５４５３

作　　者：ＣｈｒｉｓＥｖａｎｓ
译　　者：蒋向前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７月
定　　价：５６．００元

　　本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精密
工程的发展历史，追溯其根源，研究其发展过程中

的成功和教训，及其不同时期的里程碑。

本书也探索了精密工程发展规律，阐述了一系

列普遍和重要的精密仪器的演变发展过程、设计技

术和哲学。本书强调精密工程的广度，突出阐述其

学科概念、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本书收集了很多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伦敦

科学博物馆、德国博物馆以及西方国家物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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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有关物理和精密机械制造的宝贵资料。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本书是美国精密工程和国

际工程科学院的推荐读物，也是欧美高等院校的通

用教材与读物，广受工程领域的技术研究人员的好

评。本书于 ２０００年被译为日文。本书原文词句优
美、译文流畅，适合该领域的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

科技人员阅读。

作 者 ＣｈｒｉｓＥｖａｎｓ是 国 际 期 刊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的首任编辑。

蒋向前，长江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英国哈

德斯菲尔德大学精密技术中心终身教授，长期从事

精密测量技术及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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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功能设计原理及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５４３４

作　　者：曹国忠 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功能设计是产品设计的核心阶段。本书根据
制造业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需求，针对产品设计中

功能理解、认知、表示、映射等问题，以扩展效应驱

动功能建模、求解和评估过程，辅以专利知识挖掘、

形式化表达、定性仿真等方法进行功能认知、创新

等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功能设计理论体系。为便于

读者理解，本书提供了多个工程案例。

本书中方法和技术适应于从事设计、研发的工

程技术人员，也适合于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

参考。

基于 ＴＲＩＺ的机械系统失效分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５１６８

作　　者：许波 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８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从失效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出发，阐述
了将 ＴＲＩＺ应用于失效分析的可行性，对 ＴＲＩＺ工具
在失效分析的模型构建、失效情景构建、失效筛选、

失效排序和失效解决等环节中的应有进行了论述，

提出了完整的基于 ＴＲＩＺ的机械系统失效分析方法
过程模型，并提供了丰富的工程案例进行演示和

验证。

本书适合机械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

机械行业的工程师学习参考。

理想化六西格玛原理与应用———产

品制造过程创新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２２９９

作　　者：陈子顺 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六西格玛方法是面向过程进行持续改进的结
构化方法，它追求的是接近完美的目标，因此它越

来越受制造业的欢迎。而六西格玛方法并不是完

美无缺的，它所存在的弱点有时会使改进难以取得

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当过程水平达到 ５西格玛时
更是如此。

发明问题解决原理（ＴＲＩＺ）是在研究世界上大
量高水平专利技术的基础上经过总结、归纳而形成

的强大的问题解决理论和方法，它可以回答“怎么

做”的问题；ＫＴ理论通过提供“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该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前

景如何”的思考模式使解决问题在一个严谨和系统

化水平上进行，同时提供了相应的分析和决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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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约束理论（ＴＯＣ）提供了“要改变什么”、“要改
变成什么”、“如何改变”的思维模式，提供了用于

识别根原因和冲突的强大工具；问题构造法通过将

不同的原因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类后回答了“先解

决什么问题”的分析技术；精益生产的 ＰｏｋａＹｏｋｅ
和标准作业对于探查差错和从源头上消除差错提

供了具体的方法。

本书通过对以上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研究后，

提出了应用 ＴＲＩＺ、ＴＯＣ、ＫＴ、问题构造法以及 Ｐｏｋａ
Ｙｏｋｅ和标准作业来弥补六西格玛传统模型存在的
弱点并形成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效解决问题的理想

化六西格玛 ＤＭＡＩＣ创新新模型。
本书特别适合于企业的产品创新制造工程师

和管理人员应用，也适合于高校与设计相关专业的

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生参考。

该书作者为河北工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创新

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及培训工作。

ＴＲＩＺ及应用———技术创新过程与
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５６９２

作　　者：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产品创新需要方法，前苏联的 ＴＲＩＺ（发明问题
解决理论）是世界级的产品创新方法。本书从介绍

ＴＲＩＺ的基本概念出发，系统论述需求进化、技术成
熟度预测、技术进化、冲突发现及求解、标准解与效

应、ＡＲＩＺ（发明问题解决算法）、失效预测、计算机
辅助创新、ＴＲＩＺ与其它方法的集成过程与方法、系
统化创新过程与方法，配有很多工程实例，构成了

完整的 ＴＲＩＺ知识体系。本书给出了发现问题的方
法，并为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支持企业技术与产品创新。

本书特别适合于企业创新工程培训、创新团队

建立，也适合于企业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工科研究

生、本科高年级学生、ＭＢＡ学生参考。
檀润华，河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设计理论与方法专委会理

事长、ＴＲＩＺ研究会理事长，产品创新设计研究领域
专家。

基于 ＴＲＩＺ的计算机辅助创新技术

作　　者：张建辉 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估）

　　本书共分 ９章，主要介绍 ＣＡＩ技术及其发展、
ＣＡＩ技术的理论基础 ＴＲＩＺ理论简介、面向创新的
类比设计原理及过程、ＣＡＩ软件技术基础、基于 ＣＡＩ
软件的产品类比设计过程，以及 ＣＡＩ技术在产品创
新设计过程中的应用等内容，并通过案例介绍 ＣＡＩ
技术的应用。

本书适合机械工程专业及产品创新设计领域

的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产品平台设计方法

作　　者：张换高 檀润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估）

　　本书围绕制造业产品平台设计和产品族开发
的问题，系统介绍了产品平台设计理论所涉及的产

品平台战略规划、产品平台架构与设计、基于产品

平台的产品族开发和产品平台管理与创新等几方

面问题。并通过案例分析了所提出的平台设计方

法以及产品平台拓展和创新的策略。

本书适合机械工程专业及产品创新设计领域

的科研人员阅读和参考。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毱

毱毱

毱

无损检测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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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新技术及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０７１４

作　　者：丁守宝 刘富君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９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全面介绍了无损检测的目的、意义和发展
情况，系统地阐述了无损检测新技术的原理、特点、

发展趋势、检测工艺、仪器设备，并详细地给出了工

程应用实例。

涉及的无损检测新技术包括：超声相控阵、超

声 ＴＯＦＤ、导波、激光超声、漏磁、磁记忆、远场涡流、
声发射等。并给出了以先进无损检测技术为基础

所开展的聚乙烯接头无损检测和基于风险的检验

研究。

本书适合于从事无损检测技术及相关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教师阅读、参考。

相控阵超声成像检测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９４９４１

作　　者：施克仁　寓岷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８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论述作者们研究的当前超声检测中的热
门技术———相控阵超声成像技术，内容新颖，含有

创新的思想和技术内容。本书内容涉及相控阵超

声的声场理论、阵列传感器的理论和设计、相控阵

超声成像声场控制模式、相控阵超声治疗的声场控

制模式、多通道超声波发射和接收系统、相控阵超

声成像检测的数字系统、阵列中各阵元发射和接收

超声波的相位控制技术、声束控制技术、相控阵超

声自适应信号补偿技术、自适应聚焦数字相控阵超

声成像技术、柔性阵列探头相控阵超声成像检测技

术、混频相控阵技术、面阵相控阵超声三维成像检

测技术等前沿的研究内容。

本书适合于从事无损检测技术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

生及本科生参考阅读。

施克仁 １９６２年 １月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
本科毕业，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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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

 诺贝尔奖得主的传世巨著 专业教材的

颠峰之作

 十余位资深专家潜心翻译 典藏级必备

参考教材

《理论物理学教程》（共十卷）是一部享誉世界

的理论物理学巨著，是反映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

学转变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于 １９６２年获得列
宁奖。原著为俄文，现已有十余种文字的分卷译

本，六种文字的全卷译本。本教程中的七卷是由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伟大的理

论物理学家 Л．Д．朗道和他的学生、苏联科学院院
士、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Е．М．栗弗席兹在 ２０世
纪 ４０－５０年代陆续编写而成的，另外三卷由栗弗席
兹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Л．П．皮塔耶夫斯基等人
按朗道的计划在 ６０－７０年代编写完成，后经不断补
充完善，现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本套

教程内容丰富、立论明确、论证严谨、物理图像清

晰，涵盖了理论物理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

各卷中附有丰富的习题及解答，由经验丰富的专家

学者根据俄文最新版精心翻译而成，是学习理论物

理学的必备参考书。

作者介绍：

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

（１９０８—１９６８）理论物理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１９０８年 １月 ２２
日生于今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

都巴库，父母是工程师和医生。

朗道 １９岁从列宁格勒大学物
理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物理技

术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赴德国、瑞

３５物理、力学类



士、荷兰、英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进修。１９３２—
１９３７年，朗道在哈尔科夫担任乌克兰物理技术研
究所理论部主任。从 １９３７年起在莫斯科担任苏联
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主任。朗道非常重

视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哈尔科夫大学、莫斯科大学

等学校教授理论物理，撰写了大量教材和科普

读物。

朗道的研究工作几乎涵盖了从流体力学到量

子场论的所有理论物理学分支。１９２７年朗道引入
量子力学中的重要概念———密度矩阵；１９３０年创
立电子抗磁性的量子理论；１９３５年创立铁磁性的
磁畴理论和反铁磁性的理论解释；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创
立二级相变的一般理论和超导体的中间态理论；

１９３７年创立原子核的几率理论；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创
立液氦的超流理论和量子液体理论；１９４６年创立
等离子体振动理论；１９５０年与金兹堡一起创立超
导理论；１９５４年创立基本粒子的电荷约束理论；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创立了费米液体的量子理论并提出
了弱相互作用的 ＣＰ不变性。

朗道于 １９４６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曾 ３
次获得苏联国家奖；１９５４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
雄称号；１９６１年获得马克斯· 普朗克奖章和弗里

茨·伦敦奖；１９６２年他与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
理学教程》获得列宁奖，同年，他因为对凝聚态物质

特别是液氦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朗道还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荷兰皇家科学

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和法国物理学会

的荣誉会员。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四卷－量
子电动力学（第四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５９７１

作　　者：В．Б．别列斯捷茨
基，Е．М．栗 弗

席兹

译　　者：朱允伦
审　　校：庆承瑞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２月
定　　价：１０９．００元

　　《理论物理学教程》（共十卷）是一部享誉世界
的理论物理学巨著，是反映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

学转变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于 １９６２年获得列

宁奖。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四卷，根据

俄文最新版译出。论述了自由粒子在外场中的相

对论性理论，辐射理论和光的散射理论，相对论性

微扰论及其在电动力学过程中的应用，辐射修正理

论，高能条件下过程的渐近理论。本书可作为大学

物理专业高年级学生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应专业

的研究生、科研工作者和教师参考。

朗道《力学》解读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９４５５

作　　者：鞠国兴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是为学习朗道和栗弗席兹《理论物理教
程》第一卷《力学》所编写的辅导书，是作者在广泛

调研相关文献资料和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多年

从事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书中每节包含内容提要，内容补充和习题解答

三个部分：

内容提要部分概括介绍了力学中的基本方法、

基本原理和重要的结论；内容补充部分包括对基本

概念、基本方法的详细讨论，一些结论的完整导出

过程和补充说明，方法和结论在其它问题中的一些

应用，与物理学相关进展之间的联系等；习题解答

部分给出《力学》中原有习题的详细求解过程，并

补充了一些习题以说明相关概念、方法等。

书中还讨论了一些问题的矢量力学处理方法，

注意到了与非线性物理，量子力学等其它物理学分

支学科之间的一些关联性。特别是，为了方便读者

深入学习和理解有关内容，书中列出了许多参考

文献。

本书可作为理工类院校物理专业或相关专业

的学生学习理论力学课程的参考书，也可供大专院

校物理教师以及物理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４５ 物理、力学类



第六卷：流体动力学（第五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６５９６

作　　者：Л．Д．朗道、Е．М．
栗弗席兹

译　　者：李植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１０９．００元

　　本书是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六卷，将
流体力学作为理论物理学的一部分来阐述，全书风

格独特，内容和视角与其他教材相比有很大不同。

作者尽可能全面地研究了所有对物理学有重要意

义的问题，尽可能清晰地描述了诸多物理现象和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内容除了流体力学的基

本理论外，还包括湍流、传热传质、声波、气体力学、

激波、燃烧、相对论流体力学和超流体等专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

参考。

第二卷：场论（第八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５１７３６

作　　者：Л．Д．朗道、Е．М．栗
弗席兹

译　　者：鲁欣 任朗
袁炳南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８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是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二卷，讲
述电磁场和引力场的经典理论。书中叙述了相对

性原理和相对论力学，基于最小作用原理的电磁场

方程的推导，电磁波的传播和辐射问题，最后几章

介绍了广义相对论，同时阐述张量分析的基础理

论。本书以其清晰、简洁的风格，例题的原创性和

多样性而备受欢迎。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物理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

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第七卷：弹性理论 （第五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９５３８

作　　者：Л．Д．朗道 Е．М．栗
弗席兹

译　　者：武际可 刘寄星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５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七卷，系统地
讲述了弹性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重点讨论了弹

性理论的基本方程，介绍了半无限弹性介质问题，

固体接触问题的经典解法和晶体的弹性性质，还讨

论了板和壳的问题，杆的扭转和弯曲以及弹性系统

的稳定性问题，并用宏观连续介质力学方法深入地

阐述了弹性波以及振动的理论问题，位错的力学问

题，固体的热传导和黏滞性的理论以及液晶的力学

理论。本书叙述精练，推演论证严谨，更着重于问

题的物理描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

参考。

第五卷：统计物理学Ⅰ（第五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５７２２

作　　者：Л．Д．朗道 Е．М．栗
弗席兹

译　　者：束仁贵 束莼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４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五卷，根据俄
文最新版译出，以吉布斯方法为基础讲述经典统计

与量子统计。全书论述热力学基础，理想气体的统

计物理学，非理想气体理论，费米分布与玻色分布

及其对黑体辐射热力学与固体理论的应用，溶液理

论，化学平衡与表面现象理论，气体的磁性质，晶体

的对称性理论，涨落，一级相变、二级相变和物质在

临界点附近的性质，以及涨落在这些现象中的

作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科研人员

５５物理、力学类



和教师参考。

第三卷：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

（第六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３０６２

作　　者：Л．Д．朗道、Е．Ｍ．
栗弗席兹

译　　者：严肃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９月
定　　价：８５．００元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三卷，讲述非
相对论量子力学，共计 １８章和 １个数学附录，内容
包括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近似方法，对称

性和角动量理论，原子分子和原子核以及散射理

论。本书内容丰富全面，带有朗道学派的明显特

点，在理论物理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可作为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第九卷：统计物理学 ＩＩ（凝聚态理
论）（第四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１６００

作　　者：Е．М．栗弗席兹、Л．

П．皮塔耶夫斯基
译　　者：王锡绂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７月
定　　价：５４．００元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九卷，讲述物
质凝聚态的量子理论，详细论述（玻色型和费米

型）量子液体理论，并着重于超流动性和超导电性

的讨论，其中特别注意方法论问题（宏观物体格林

函数理论）的研究，还包括晶格中的电子和物体磁

理论的一般课题，最后还讨论了实体介质中的电磁

涨落理论以及流体力学涨落理论。

本书可作为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第十卷：物理动理学（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３０６９７

作　　者：Е．М．栗弗席兹、Л．

П．皮塔耶夫斯基
译　　者：徐锡申 徐春华

黄京民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１月
定　　价：５５．００元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十卷，全面详
细地论述了统计非平衡系统中过程的微观理论，特

别着重于阐述基本物理概念和一般原理与方法。

全书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对简单的气体动理学理论

给予足够重视外，还用了几章篇幅充分论述了等离

体动理学理论，此外对介电体、金属、超导体、量子

液体以及相变理论中的动理学基本现象及其研究

方法的最普遍问题也进行了阐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类专业的本科生和

研究生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教师及其它相关学科的

科研人员参考。

第一卷：力学（第五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０８４９８

作　　者：Л．Д．朗道、Е．М．
栗弗席兹

译　　者：李俊峰
鞠国兴 译校

出版时间：２００７年 ４月
定　　价：３５．００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一卷，将力学
作为理论物理学的一部分来介绍，首先从广义坐标

和最小作用量原理导出拉格朗日方程，以后分别论

述守恒定律、运动方程的积分、质点碰撞理论、微振

动和刚体运动理论，最后详细论述了哈密顿方程和

正则变换等相关课题。本书以简洁的叙述给出了

解决力学问题的最完全和最直接的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科研人员

和教师参考。

６５ 物理、力学类



第八卷－连续介质电动力学

作　　者：Л．Д．朗道，Е．М．
栗弗席兹 著 周奇

刘寄星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估）

　　本书是《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八卷，系统阐
述了实体介质的电磁场理论以及实物的宏观电学

和磁学性质。全书论述条理清晰，内容广泛，包括

导体和介电体静电学、恒定电流、恒定磁场、铁磁性

和反铁磁性、超导电性、准恒电磁场、磁流体动力

学、介质内的电磁波及其传播规律、空间色散、非线

性光学和电磁波散射等内容。本书可作为理论物

理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朗道传

作　　者：ＭａｙａＢｅｓｓａｒａｂ著
李雪莹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估）

　　本书以真挚而充满感情的笔触，讲述了 ２０世
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列夫·

达维多维奇·朗道院士的一生。作者曾有幸在朗

道身边生活多年，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朗道的谈

话、朗道的演讲、言论，以及学生们对朗道的追忆。

本书收录了此前尚未公开过的苏联克格勃档

案中的材料。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毱

毱毱

毱

泽译物理学世界名著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６２２４

作　　者：Ｗ海森伯 著
王正行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９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是量子论的一本经典著作，并且全面系
统地论述了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书中阐述了量

子论的物理意义，特别着重于图像和波动图像的等

价性，讨论了测不准原理对统一这两种图像的意义

和必要性，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独到的见解。本书不

仅对了解物理学史很有参考价值，对于初学者掌握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也很有帮助，可供大学物理系高

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也可供有关教师和研究人

员参考。

黑洞的数学理论

作　　者：Ｓ．钱德拉塞卡 著
卢炬甫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９月
定　　价：１２９００元

　　 本书前两章详细介绍了广义相对论中在黑洞
方面用得比较多的数学技术，特别是纽曼－彭罗斯
形式的引入和应用。之后则是介绍了史瓦西、ＲＮ
和克尔三种最为典型的黑洞和他们的时空结构，以

及纽曼彭罗斯形式在其中的运用。在中间的第四

章则是以史瓦西黑洞为例介绍了黑洞的微扰理论。

之后的部分则是针对宇宙中黑洞最普遍的形

式———克尔黑洞的一系列讨论。最后一章则是简

要引入了克尔纽曼黑洞并且介绍了一般性的方法。

７５物理、力学类



引力和宇宙学：广义相对论的原理

和应用

作　　者：Ｓ温伯格 著
邹振隆 张历宁

等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

　　 本书是天体物理学的世界名著。分为五个部
分：第一篇绪论，扼要介绍非欧几何、牛顿引力理论

和相对性原理的历史；第二、三篇系统讲述广义相

对论的基本原理和近年来发展的新课题；第四篇介

绍为进一步掌握广义相对论近代文献所需的物理

和数学知识。第五篇系统介绍观测宇宙学。最后

介绍了宇宙论的新进展，作者较着重于西方比较流

行的“大爆炸”模型，也介绍了稳衡态模型及引力

常数可变的模型。

相对论

作　　者：Ｗ泡利著
凌德洪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估）

　　本书是一本经典著作，１９２１年以单行本形式
问世，其后即列为德国数学百科全书的一部分。

１９５６年单行本重印时，作者又增写了序言及补注
各一篇。撰写本书的目的是把当时（１９２１年）已发
表的全部相对论文献文献作一完整的评述，书中随

处可以找到作者对可争议的问题的独特见解，特别

在统一场论方面；在补注中则根据后期文献对第一

版作了相应的补充。本书可供需要深入理解相对

论的物理工作者和数学工作者参考。

液晶物理学（第二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６２２４

作　　者：ＰＧｄｅＧｅｎｎｅｓ，
Ｊ．Ｐｒｏｓｔ著
孙政民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

　　本书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液晶物理的理论基
础和重要课题，详细讨论了液晶的四种主要类

型———向列相、胆甾相、近晶相和柱状相的结构、相

变、缺陷和织构以及这四种相的弹性性质、光学性

质、电学性质、磁学性质、表面性质和流体力学性

质等。

本书是一本全面论述液晶物理的专著，既可作

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的教

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从事与液晶有关的研究人员和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读物。

统计力学（第三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９１３３

作　　者：Ｒ．Ｋ．Ｐａｔｈｒｉａ著
方锦清 戴越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９月
定　　价：１３９．００元

　　本书阐述经典统计力学理论，包括热力学的统
计基础和系综理论的基本原理，讨论了微正则系

综、正则系综和巨正则系综。随后，详细讲述了量

子统计力学，并将其表述形式具体应用于遵循玻色

－爱因斯坦统计法和费米－狄拉克统计法等系统。
同时，讨论了相互作用系统的统计力学主要方法；

相变理论；早期宇宙的热力学等。本书可作为物

理、化学和交叉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亦可供相

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８５ 物理、力学类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二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９９１５

作　　者：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Ｂ．Ｄｉｕ，Ｆ．Ｌａｌｏ著
陈星奎 刘家谟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

　　本书第一作者 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因发展
激光冷却与陷俘原子的方法与朱棣文和 Ｗ．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共同获得 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书根据 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Ｄｉｕ、ＦｒａｎｃｋＬａｌｏё三人合著的法文第二版译出。原
书共两卷，第二卷内容有：势场中的散射的初等量

子理论，电子的自旋，角动量的耦合，定态微扰理论

及其应用，依赖于时间的问题的近似解法，全同粒

子体系。每章都有丰富的补充材料。本书叙述详

细，物理概念清晰，便于自学。本书可作为我国高

等院校物理及有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学

习量子力学的参考书，也可供有关专业教师和科研

人员参考。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２－量子力学与路
径积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４１１９

作　　者：Ｒ．Ｐ．费曼
译　　者：张邦固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５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路径积分首先是由费曼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目
前路径积分已成为解决弯曲时空的量子场论的非常

有效的数学方法。路径积分在规范场、量子力学、量

子电动力学、统计物理学等领域中已经常应用。

本书在费曼编的讲义基础上由希布斯加以整

理而成。主要讨论路径积分的方法及其在量子力

学、量子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领域中的应用，例如

用于解决势场中的电子散射、各种扰动问题。本书

是学习路径积分的一本经典教材。

本书可供从事广义相对论、基本粒子、场论、统

计物理、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和大专院校物

理系师生及研究生参考。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一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６７０６

作　　者：［法］Ｃ．Ｃｏｈｅｎ－

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Ｂ．Ｄｉｕ，
Ｆ．Ｌａｌｏ

译　　者：刘家谟 陈星奎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６月
定　　价：１３９．００元

　　 本书是量子力学的世界名著，根据法 国
Ｈｅｒｍａｎｎ公司出版的 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Ｂ．Ｄｉｕ
和 Ｆ．Ｌａｌｏ合 著 的 《量 子 力 学》（Ｍéｃａｎｉｑｕｅ
Ｑｕａｎｔｉｑｕｅ）１９７７年法文第二版译出。原书共两卷。
第一卷内容有：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量子力学的

数学工具，量子力学的假定和简单应用，一维谐振

子，角动量的普遍性质，中心势场中的粒子，氢原

子。每章都有丰富的补充材料。本书叙述详细，物

理概念清晰，便于自学。本书可作为我国高等学校

物理专业及有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学习量

子力学课时的参考书，也可供有关专业教师和科研

人员参考。

诺贝尔系列－泡利物理学讲义
（第 １，２，３卷）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４０９８

作　　者：Ｗ．Ｅ．泡利
译　　者：洪铭熙 苑之方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泡利物理学讲义》是理论物理学的一套十分
严谨、精练的经典教材。现根据ＭＩＴ出版社１９７３年
出版英译本（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Ｅｎｚ主编，Ｓ．Ｍａｒｇｕｌｉｅｓ和 Ｈ．
Ｒ．Ｌｅｗｉｓ合译的 Ｐａｕｌｉ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并参考德

９５物理、力学类



文原版翻译出版，以供我国大学理工科师生参考。

本套讲义原版分六卷出版，内容分别为：１．电动
力学。２．光学和电子论。３．热力学和气体分子运动
论。４．统计力学。５．波动力学。６．场量子化选题。
现将１－３卷合成一辑，４－６卷合成一辑出版。

诺贝尔系列－薛定谔－统计热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１４１－１

作　　者：Ｅ．薛定谔
译　　者：徐锡中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２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最初是薛定谔 １９４４年 １月至 ３月在爱尔
兰都柏林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班讲座上

的讲演稿，迄今已 ７０年。几十年来，统计物理有了
巨大发展，但本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以及内容和方

法仍是该门课程的牢靠基础。本书不是入门教材，

其目的是发展一种简单而统一的标准方法，论述统

计力学的基本问题。作者对一般书中常见的论题，

讨论得比较精简，而对通常被忽略的至关重要之

点，则讨论得十分详细，同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

普遍步骤上，而以例子作为说明。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物理系、化学系师生和有关

科技工作者参考。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６－高分子动力
学导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５６２５

作　　者：Ｐ．Ｇ．ｄｅＧｅｎｎｅｓ
译　　者：吴大诚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皮埃尔 －吉耶 · 德热纳 （Ｐｉｅｒｒｅ－Ｇｉｌｌｅｓ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１９３２—２００７），著名法国物理学家。他把在
研究简单系统中有序现象而创造的方法，成功地应

用到更为复杂的物质形态，特别是液晶和聚合物的

研究中，创立了软物质物理学这门交叉学科，并为

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荣获

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书是德热纳的讲演集。本书以纲要的形式

讨论了高分子链动力学，蛋白质环的构象，液滴在

固体上的干展布，高分子溶液湍流减阻等一系列重

要问题，并试图概括于标度概念的统一理论框架之

中。作者目的是既向专家指明前沿课题，也为初学

者入门引路。书后还附有德热纳在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时的颁奖演讲词。本书可供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

高校师生参考。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５－软界面———
１９９４年狄拉克纪念演讲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６９３６

作　　者：Ｐ．Ｇ．ｄｅＧｅｎｎｅｓ
译　　者：吴大诚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是
!

热纳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所作 １９９４
年狄拉克纪念讲演的讲稿。

!

热纳教授是最新交

叉学科“软物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诺贝尔基

金会誉为“当代的牛顿”。本书以纲要的形式，用

作者大力提倡的简单概念和标度律的处理风格，系

统讨论了软界面的各种问题：润湿和反润湿的动力

学、固体－高分子熔体间界面的滑移、黏合原理及高
分子－高分子的热熔接。本书可供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

学与工程、化学工程等多种理工学科的高校教师、

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０６ 物理、力学类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３－高分子物理
学中的标度概念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２９１４

作　　者：Ｐ．Ｇ．ｄｅＧｅｎｎｅｓ
译　　者：吴大诚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是德热纳的代表作之一，是国际高分子科
学界在研究和教学中引证最多、最重要的参考书。

全书以标度概念为主线阐述了高分子的静态构象，

动力学和计算方法，共计十一章：单链，高分子熔体，

高分子良溶液，不相容性和分凝，高分子凝胶，单链

动力学，多链体系：呼吸模式，缠结效应，自洽场和无

规相近似，高分子统计学与临界现象之间的关系，重

正化群理论简介。本书的基础是简单的概念和标度

律，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均概括于标度的统一理论框

架之中，避免了理论物理学所需的艰深且繁杂的数

学表示，目前已为高分子科学界广泛接受和采用。

本书可供从事化学和化学工程、物理学、生物

学、材料科学等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

者、高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参考。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１－量子电动力学
讲义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９６０１

作　　者：Ｒ．Ｐ．费曼
译　　者：张邦固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５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理查德·菲利浦斯·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Ｆｅｙｎｍａｎ，１９１８—１９８８），著名美国物理学家，加州理
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贡

献与施温格、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 １９６５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

１９５３年，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为攻读实验物
理学学位的学生开设了量子电动力学课程。本书

就是根据他讲授的记录稿整理而成的。书中较为

详细地论述了微扰展开、费曼图规则、电子自能修

正和真空极化等问题，可使读者学会用量子电动力

学理论去计算一些实际问题。本书对实验物理学

工作者和理论物理学工作者均有参考价值。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１－金属与合金
的超导电性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８８６４

作　　者：Ｐ．Ｇ．ｄｅＧｅｎｎｅｓ
译　　者：邵惠民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３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是德热纳的代表作之一，对超导电性的许
多重要现象和基本理论作了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

论述。本书以笫一类与第二类超导体的磁学性质

的初步讨论为开始，然后用博戈留波夫自洽场方法

建立微观理论；这种方法很适用于有序参数在空间

受到调制的那些有趣情形，而且它还保留了某些和

单粒子波函数相关的物理图像。在这段内容中，作

者系统地讨论了合金的性质，特别是所谓“脏”合

金，这些讨论是和纯金属并列论述的。本书是为超

导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关于超导电性基本知识

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研究金属与合金超导电性最

好的入门书，可供凝聚态物理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及从事超导研究的实验与理论工作者参考。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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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系列

量子光学导论：单光子和双光子物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７６３７

作　　者：史砚华 著
译　　者：徐平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３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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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马里兰大学物理教授史砚华博士（Ｐｒｏｆ．
Ｄｒ．ＹａｎｈｕａＳｈｉｈ）的一本极重要的量子光学专著，原
书英文。它原是史砚华教授在马大给高年级研究

生和博士生讲授量子光学课的授课笔记。史教授

的这门研究生课中，在大量的量子光学最新理论成

果及实验研究的分析基础上介绍了量子光学的基

本概念，业内很有名气。因而他的同事和学生都极

力要求史教授将这份笔记整理出版。于是有了伦

敦出版公司 ＣＲＣ在 ２０１１年出的英文版。
该书出版后，其专科行业内好评如潮，旋被欧

美各大学图书馆、各相应科系争相订购，选为量子

光学高年级研究生授课教材或授课参考。特别要

提到，该书被认为对一些现代前沿光学应用研究极

具价值，故被美国各大国家实验室所订购，作为研

究开发及项目工程的重要理论指导书。据知，目前

ＣＲＣ正在加紧和史教授商谈出新版事宜（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著者不仅向年轻的研究

生们系统地介绍了量子光学基本概念以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并且在陈述量子理论的

成功与问题的基础上，注重介绍了近年来发展着的

最新实验理论研究动向。书中使用大量精湛的公

式推演及最新的实验观察分析讲述如何从量子力

学角度去理解和处理光子的波粒行为，剖析它与经

典理论在哲学思辨和物理解释及理解的关键的不

同之处。著者用了大量篇幅对与爱因斯坦－波多尔
斯基－罗森（ＥＰＲ）假想实验有关的概念，特别是对
偶光 子 （Ｂｉｐｈｏｔｏｎ）和 偶 光 子 纠 缠 态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
ｂｉｐｈｏｔｏｎｓｔａｔｅ）做了介绍和探讨。明确地指出，双光
子干涉不是两个光子之间的干涉。而是一个光子

对与其自身的干涉。而且，纠缠态光子对，有别于

普通概念的 ｔｗｏｐｈｏｔｏｎｓ。俄国人 Ｋｌｙｓｈｋｏ首先使用
了名词 Ｂｉｐｈｏｔｏｎ予以区别。为此，著者在书中使用
了中译名词“偶光子”以突出其不同又不可区分的

非局域性等非经典特征，使之有别于普通双光子概

念。书中记述了在 １９８６年，著者历史性地用实验
成功演示了正交偏振信号－闲置光子对的关联干
涉，即偶光子纠缠态的偏振干涉。在实验论证及数

学推演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一个统一的量子干涉

物理的机理：一个光子与其自身干涉。一个光子对

与其自身干涉，一组 ｎ光子与其自身干涉。由此引
出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应用前景。这本书是一部

极有特色的著作，它关注的都是量子力学最新发展

所揭示出来的那些不可理解却又具重大意义的量

子现象的物理本源，著名的如近十年来对经典混沌

热光多光子关联的实验研究，所观察到的类似于

ＥＰＲ偶光子纠缠态的非局域干涉现象，关联探测中
多光子量子振幅叠加现象的研究，非局域性点对点

的对应关系所发展出来的“鬼成像”技术应用

等等。

大气运动的几何和拓扑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８５０３

作　　者：刘式达，刘式适，
傅遵涛 著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８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是以物理为基础，用几何和拓扑方法来论
述大气运动的专著。

地面和高空天气图是了解大气运动，并且是做

天气预报的主要工具。地面天气图上绘制的等压

线是大气压力曲面的廓线，高空天气图上绘制的等

高线是等压面的廓线。压力曲面的极大值、极小值

和通道？三种临界点分别就是地面天气图上的高

压中心、低压中心和鞍点。曲面的临界点是曲面的

拓扑特征。同时大气运动的轨道不外乎是几何曲

线或在曲面上进行的，因此将大气运动和几何、拓

扑相联系是很自然的。大气科学工作者及预报员

们，却不熟悉用分析临界点的方法直观定性地去认

识大气运动，其实像气旋、反气旋、台风、龙卷风等

大气运动的中心都是临界点，它们也是这些天气系

统速度场的零点，也就是无风的点，也称为速度场

的奇点。

速度场的奇点拓扑是以大气运动的物理为基

础。人们早已知道气旋的地表速度场是要穿过等

压线而水平辐合产生上升运动，反气旋地表速度场

是要水平辐散而产生下沉运动的。台风、龙卷风的

中央均有下沉运动而导致台风眼壁及龙卷风漏斗

云壁的上升运动。这些天气系统的三维几何图像

及运动的不同，是因为它们运动的尺度不同，分别

是大、中、小尺度运动，在物理上所受的力的形式和

种类不同。

为了使读者对大气运动有初步了解，我们先从

观测到的现象出发。第一章介绍大气流场的种种

几何斑图，包括气旋、反气旋、台风、龙卷风等天气

２６ 物理、力学类



系统，也包括大气环流、混沌流场和边界层流场。

第二章介绍天气图和压力曲面，等压曲面的关系，

以及天气图上所呈现出的标量场和向量场，特别介

绍了曲面上的临界点和拓扑学的 Ｅｕｌｅｒ示性数的关
系。为了分析速度场的奇点，我们不从流体力学非

线性纳—维司托克斯方程，而是从流体受力平衡来

论述，因此第三章我们要介绍大气运动的物理和概

念，介绍力和力的平衡以及涡度、散度、螺旋度、位

涡、正压和斜压、正负阻尼等概念，这些概念是研究

大气运动的物理基础。第四章介绍速度场所确定

的动力系统，特别介绍二维和三维速度场的奇点类

型。第五章介绍大气运动的物理量为参数，对二维

和三维速度场的奇点进行拓扑分类，从而使我们从

定性上了解不同的物理就有不同类型的奇点和流

场，我们并不需要定量上去求解大气运动方程组。

第六章用大气力的平衡所求到的速度场动力系统，

来研究气旋、反气旋、台风、龙卷风等轨道的曲线和

曲面，特别介绍了微分几何上的曲率及高斯曲率来

说明。第七章着重说明不可压缩流体的拓扑特点

及奇点指标，说明三维鞍—焦点对大气三维运动的

现实意义，也说明伸长、折迭合扭转的物理，它们是

湍流流场的拓扑，特别介绍了全球表面流场遵循的

拓扑定理：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ｈｏｐｆ定理。最后一章用球谐
函数作为流函数说明 Ｐｏｉｎｃａｒｅ—ｈｏｐｆ定理对大气球
面流场的应用包括大气环流，并加以推广来判断南

北极奇点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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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０１７２

作　　者：Ｖ．ＡｄｒｉａｎＰａｒｓｅｇｉａｎ
译　　者：张海燕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９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毫无疑问，本书是阐释范德瓦尔斯力的一本权
威性著作，内容包括如何计算这些力，以及考虑其

在不同环境与条件下所产生的效果。虽然这些分

子间力很弱，但其影响确实无处不在，故而生物学

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都将从本书提供的

关于这些基本力的详尽的基础知识中获益良多。

Ｐａｒｓｅｇｉａｎ把本书的内容按照不同深度依次组织成
三级，以满足具有不同程度预备知识的所有读者的

需要和兴趣。序论和第 １级旨在给所有读者提供
一个关于范德瓦尔斯力现代理论的图文并茂的概

述。第 ２级给出一些公式以及多种算法，从而使读
者可以在几乎所有的物理学或生理学条件下计算

出范德瓦尔斯力。第 ３级则提供了关于理论的严
格而基本的表述。

Ｖ．ＡｄｒｉａｎＰａｒｓｅｇｉａｎ是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
展研 究 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
他曾经担任过《生物物理》期刊的编辑以及生物物

理学会的主席。每当研究生在听完他的讲座之后

提出高难度的问题，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张海燕，女，１９６６年 １１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９４年
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物理

系教授，中国物理学会终身会员。先后从事过量子

场论和软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并长期教授本科生物

理课程。

经济物理学———用物理学的方法或

思想探讨一些经济或金融问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５５５８

作　　者：黄吉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９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从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ａｌｉｌｅｉ）时代计起，物理学已
经经过 ４００多年的系统发展，其结果显著影响了人
类生活，例如电、计算机等的出现，物理学在其中的

作用，无与伦比。从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时代计起，
经济学也已经系统发展 ２００多年，然而，在影响人
类生活方面，与物理学相比，其结果仍旧有待发展。

这个差异可能是因为物理学的方法和思想更适合

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

界，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那么，一个

有启发意义的问题是：适用于自然界的物理学的方

法和思想，是否可以推广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呢？答

案是肯定的，此书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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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就叫“经济物理学”，它是物理学在新时期

的一个新发展，同时，它也为换个视角重新审视一

些经济或金融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由于物理学

是基于实验对自然界的理解，它强调对自然界中的

客观事实和实验室中的实验现象的阐述，所以，我

们把经济物理学分为“实证经济物理学”和“实验

经济物理学”两个方向，前者强调的是经济物理理

论需要通过经济或金融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检验，

而后者强调的是经济物理理论需要通过实验室中

的可控实验经验。本书第 ２－４章是实证经济物理
学部分，介绍了如何用物理学的方法探讨一些经济

或金融问题，其中所谓“物理学的方法”主要指一

些统计方法，第２章是这些方法的系统介绍，而第３
－４章则是这些方法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本书
第 ５－１０章是实验经济物理学部分，介绍了如何用
物理学的思想探讨一些经济或金融问题，其中“物

理学的思想”主要指粗粒化以及普适性。关于这两

个思想在第 ５章的开篇有着较为详细地介绍，同
时，第 ５章还详细介绍了实验经济物理学的基础，
其后的第 ６－１０章，是最新研究进展。第 １１章是全
书总结、讨论、以及对经济物理学未来的展望。

因为此书自成一体，故不要求读者具有专业的

经济或金融知识，同样也不要求读者拥有专业的物

理知识，与专业有关的知识，书中皆尽可能用通俗

易懂的文字讲解。故而，此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亦可作为物理

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参

考资料。再，此书的部分内容还可作为学有余力的

中学生的课外读物，例如第 １、２、５、１１章。

现代统计力学导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６０８２

作　　者：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译　　者：鞠国兴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统计力学的近期进展已经使该领域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化，使其成为自然科学所有领域中必不可

少的基础。这些重要的发现先前仅涵盖在高等教

材中，本书为已经学习了三个学期微积分并具有热

力学和量子理论基础知识的学生设计了一种自给

的处理方法来呈现这些发现。

本书包含了统计力学基础的一些简明解释，例

如测量与系综平均之间的关系、平衡涨落和稳定判

据的讨论、勒让德变换的应用等，也探讨了统计力

学的许多传统而初等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该书

讨论了时间关联函数（包括涨落－耗散定理以及朗
之万方程）、重正化群理论、蒙特卡罗模拟、液体结

构等专题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全书有 １５０多个练习题，也包含了几个计算机
程序。书中的材料可以作为化学、生化、化学工程

以及物理学等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一

学期的统计力学课程教学内容。

磁学———从基础知识到纳米尺度超

快动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５６５３３

作　　者：Ｊ．Ｓｔｈｒ，Ｈ．Ｃ．
Ｓｉｅｇｍａｎｎ

译　　者：姬扬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８月
定　　价：１１９．００元

　　本书致力于讨论磁学的基本概念和现代应用，
重点介绍当前磁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在详细

介绍磁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书不仅强调现代磁

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的基础知识，还重点介绍了新

的实验方法，例如自旋极化电子束和偏振 Ｘ射线实
验。在许多情况下，作者都是利用现代应用的例子

来说明基本定律。

在简要介绍了磁学的历史发展之后，本书详细

介绍了电磁场和磁矩的基本知识，深入讨论了磁相

互作用，特别是固体中的电磁相互作用，然后对自

旋极化电子技术和偏振 Ｘ射线技术进行了重点介
绍。随后讲述的是铁磁性金属的磁学性质以及磁

性金属中的物理现象：自发磁化、各向异性和磁畴

等概念、金属磁性的能带模型、过渡族金属的电阻

率以及金属中与自旋有关的电子跃迁过程等等。

最后，在铁磁金属的表面和界面、电子输运和自旋

输运、超快磁化动力学这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

前磁学研究的热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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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学是物理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目前仍

然充满了生机活力。本书详细介绍了磁学领域的

历史发展、物理基础和当前研究工作，适合作为高

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磁学教学参考书，对相关科

研工作者也会有所裨益。

理论声学（修订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５７４６２

作　　者：张海澜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７月
定　　价：７９．００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声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着重介绍了近几十年来的新发展。全书大致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声学有关的振动理论；第

二部分是声学理论，包括声传播、辐射、散射、声波

导和房间声学等基本内容，还包括低频和高频近

似、固体中的声波、换能器、非线性声学和数值计算

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研究生的理论声学课的教材，也可

供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表面、界面和膜的统计热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３４７２

作　　者：ＳａｍｕｅｌＡ．Ｓａｆｒａｎ
译　　者：张海燕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３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着重于多分量体系内部的二维界面的大
尺度性质，给出其概念与理论描述，介绍统计力学

在材料应用中的几种有用理论方法。各章节都是

从传统的自由能方法开始，聚焦于相对简单体系中

的界面平衡态性质，然后考虑体系热涨落的影响，

从而自然地给出胶体与界面体系的丰富多样性，又

大大简化了对复杂流体和固体体系的理解与研究。

本书可以与胶体科学的传统教科书互为补充，也适

合凝聚态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以及材料科学家了

解构成二维界面体系宏观热力学性质基础的统计

力学。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５６２７７

作　　者：何大韧 刘宗华
汪秉宏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月
定　　价：４２．００元

　　本书从研究复杂系统的角度来介绍复杂网络。
作为一本入门引导，前五章介绍一些复杂系统理论

的基础知识，包括熵、计算机与信息、非平衡统计物

理学、耗散结构与协同学、临界现象与自组织临界

性、混沌、元胞自动机模型、复杂性的定义与量度、

有关的统计物理学方法、博弈论、数理统计、图论

等。第六、第七章介绍复杂网络的一些基础知识，

包括描述网络拓扑结构的统计性质以及一些有影

响的网络演化模型。在第八、第九、第十章中介绍

了网络上的物理传输过程、生命网络和合作网络与

合作－竞争网络。
本书阐述了作者们对复杂网络研究前景的一

些看法，特别是在第十一章中介绍了关于复杂网络

动力学框架的一些最新研究。本书可作为复杂系

统与复杂网络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相

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半导体物理学 （第二版）（上册）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２５０７５

作　　者：叶良修
出版时间：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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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学 （第二版）（下册）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６６２５２

作　　者：叶良修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６月
定　　价：８４．００元

　　由叶良修教授所编写的半导体物理学上册的
第一版出版于 １９８３年，是一本难得的和深受广大
高校师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欢迎的教学和研

究参考书．作者应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邀请，对本书
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上册已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出版．

已故黄昆院士曾对本书上册第一版的书稿作

过如下评价：

“和过去编写的半导体物理，如我和谢希德合

写的书相比，有以下几方面最显著的发展：

１．在大部分章节上，对理论都作了更为深入地
阐述。如果说，过去的书主要限于最基本的原理、

概念和方法的介绍，这个稿子则对问题进行了更为

深入的具体的处理，使之更为切合把理论实际用于

分析问题的需要．最明显是在统计理论和输运过程
的处理上。

２．这个稿子重视联系实际半导体，阐述它们的
基本性质和资料。过去我们写的那本书侧重阐述

一般的概念，这个稿子则注意了适当阐述各类主要

半导体材料的性质和特征。

３．在各个部分，都作了努力，反映近年来的新
发展，如混晶，异质结，深能级的研究等等许多

方面。

“在阐述的科学水平上，我认为，总的来说，阐

述是正确的，表达上是准确和精炼的．这一点我认
为是很重要的。

“我想，按这个稿子写成书，作为大学的教材，

分量可能是太重了；但是，作为教学参考书将是合

适的，和很有作用的。”

１９９２年，黄昆院士对本书又作了以下评价：
“近年来国内有多种半导体物理教学用书出版，公

认其中以叶良修教授的著作内容最全面、深入和

严谨。”

本书尚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１．物理概念表述清楚．数学推导和物理概念的
阐述密切结合，推导力求突出关键、精炼和易懂。

２．作者对于不少内容的认识和阐述是独到的．
黄昆院士曾就本书对作者作如下评价：“思考深入、

逻辑性强、有独立见解”。

３．对重要的公式常以适当的形式、单位加以表
示，以便于读者的应用并易于对有关量的数量级有

个粗略的认识。这一点对于读者深入掌握相关物

理内容来说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本书上册的第二版大体保持了第一版的结构

严谨和内容丰富的基本风貌，但根据 ２０多年来的
发展，作者对本书作了全面的审定，并对内容作了

幅度相当大的调整和补充。

从大的方面看，第二版上册由原来的 ８章调整
为 １０章。

原书第六章 ｐｎ结和第八章金属半导体接触和
异质结合并为第六章：接触现象。这样做不仅有利

于对篇幅作适当的压缩，而且有利于通过比较对同

质 ｐｎ结、异质结和金属半导体接触这三者的同、异
有更深入的认识。

原书下册中的光的吸收和反射及半导体中的

发光现象这两章移入上册作为第九章和第十章。

新增加的内容大部分集中在微结构和超晶格

上，以反映近年来这方面的相当集中而又迅速的发

展．大部分内容放在第八章中．此外在第十章中适
当介绍了光子晶体和微腔在半导体中的应用，增加

了和微结构有关的两节。

下册共十七章，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主要涉

及一些比较基本的内容，包括结构和结合性质，半

导体中的电子状态，载流子的平衡统计，过剩载流

子，接触现象，半导体表面和 ＭＩＳ结构，微结构和超
晶格等十章。下册则收入一些专题，包括载流子的

散射，热现象，复杂能带输运，热载流子，强磁场下

的输运和磁光现象，半导体中自旋相关的现象，非

晶态半导体等七章。本书可供已学过固体物理的

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有关方面的研究人员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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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的起源到

光子和电子的起源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１４０１２５

作　　者：文小刚
译　　者：胡滨
出版时间：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为《当代科学前沿论丛》之一。
本书是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文小刚教授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讲义，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

泛、新颖和深入。本书讲述了传统和现代的凝聚态

物质的量子理论，涵盖的主题包括耗散量子系统、

玻色凝聚、对称破缺和无能隙激发、相变、费米液

体、自旋密度波态、费米和分数统计、量子霍尔效

应、拓扑／量子序、自旋液体、以及弦网凝聚。本书
旨在介绍新的物理概念和物理理论，帮助学生到达

凝聚态物质理论的前沿。本书中的新物理概念非

常基础，对高能物理和量子计算也有很大用处。本

书所用研究方法非常多，包括了常见方法之外作者

自己的许多方法和思想。本书适用于对现代物理

理论感兴趣的研究生和有关的教师科研人员。本

书每一章节后面都有少量习题，有助于读者理解和

掌握本书内容。

天体运行论（英文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４９２４

作　　者：［波 兰］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哥 白
尼）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１１９

　　本书原版于 １５４３年在德国纽伦堡用拉丁文首
次出版。全书共六卷，第一卷是本书的精华，阐述

日心学说的各种论据；并批驳地心学说，排列出太

阳、地球、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还较完整地讲述了

平面和球面三角学。第二卷用球面天文学的方法

论述天体在黄道、赤道坐标系中的视运动，以及天

体的出没、昼夜和四季的循环；卷末附有星表。第

三卷讲解太阳视运动及其不均匀性和岁差。第四

卷讨论月球运行和日食、月食的原理。第五、六两

卷讲述当时所知道的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

木星和土星）的运动。这六卷前后呼应，连成整体，

展示出日心地动学说的全貌。

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或爱好者，如能详细阅读本

书，将不仅能了解人们对天体运行的认识过程，以

及哥白尼的历史性贡献，还能由此探讨天文学甚至

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哥白尼在书中

提出的一些具体概念和研究方法，虽然有些已经成

为历史陈迹，但仍有不少会对现代科学研究工作有

所启迪，值得人们去发掘。

本书根据 １９５２年英译本重排。

化学哲学新体系（英文版）

作　　者：道尔顿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６月
定　　价：

　　本书是道尔顿的代表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科学
原子理论体系的建立，是近代化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学术专著。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物

体的构造，阐明了科学原子论观点及其由来；第二

部分结合丰富的化学实验事实，运用原子理论阐述

基本元素、二元素化合物的组成和性质。第三部分

重点论述金属的氧化物、硫化物、磷化物以及合金

等性质的规律性，对原子论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３１５７

作　　者：伽利略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６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采用对话的形式，参与对话的是支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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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朋友，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与一个亚里士

多德观点支持者辛普利邱，对话分为 ４天，除第 ４
天讨论潮汐问题的基本观点有错外，前 ３天的主要
论点都为后来科学的发展所证明。书中全面系统

地讨论了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各种分

歧，并用作者的许多新发现和力学研究新成果论证

了哥白尼体系的正确和托勒密体系的谬误。

牛顿光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３１６４

作　　者：牛顿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６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为牛顿系统阐述其 ２０年光学研究成果的
经典著作，也是光学研究从几何光学向近代光学转

变的标志之一。在光学中，牛顿以微粒说解释光的

直线传播，解释反射、折射现象。牛顿的光的微粒

说与其创立的经典力学的概念框架是一致的。在

书中，牛顿设计了许多非常巧妙的实验来证实自己

的理论，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实验科学的优秀范本，

而实验科学的思想对于整个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是至关重要的，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牛顿的个人

魅力。

惠更斯光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３１７１

作　　者：惠更斯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５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介绍了牛顿说光是“粒子”，惠更斯说光
是“波”。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１７世纪以
来，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和以惠更斯为代

表的“波动说”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 ２００余年的大
论战……《光学》与《惠更斯光论》是物理学史上两

部代表不同学派的伟大著作。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毱

毱毱

毱

现代力学基础

黄土土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７２９２

作　　者：谢定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结合多年来黄土力学研究的有关成果，突
出黄土的特点和黄土力学与黄土工程的结合点，面

对黄土由于它的水敏性、结构性、强度特性、本构特

性和动力特性等而在黄土土体的地基工程、边坡工

程、洞室工程和环境工程等方面的分析计算与多种

病害的处置，力图反映半个世纪以来黄土基本研究

工作的主要结论。

非饱和土土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３１７４

作　　者：谢定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７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比较完整地讲述了非饱和土土力学基本
内容，包括了非饱和土的相态特性，吸力特性，应力

特性，渗透特性，强度特性和变形特性，也包括了非

饱和土体的渗流问题、强度问题与固结问题等主要

应用问题，最后提出了对非饱和土土力学的展望。

可以作为土木工程类有关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

生以及岩土工程界工作与研究人员的教材或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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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水文与稳定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８３４２

作　　者：ＮｉｎｇＬｕ，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Ｇｏｄｔ著，简文
星、王 菁 莪、侯

龙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介绍了一种揭示斜坡水文力学过程的前
沿、定量方法，用于研究和预测由降雨诱发的滑坡。

通过结合地貌学、水文学、岩土力学，本书论述了一

种在变饱和斜坡环境下控制滑坡发生的力学与水

文学过程的跨学科分析方法。本书内容主要包括

斜坡地貌和水文历史综合分析、总应力和有效应力

的计算原理、斜坡材料抗剪强度文献评论、以及各

种斜坡的稳定性分析。为了让学者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安排了一些课后思考和练习题。

本书是从事水文学、地貌学、工程地质学、岩土

工程或者地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

从事土木及环境工程、自然灾害研究的专业人员的

非常有价值的教材或参考书。

ＮｉｎｇＬｕ，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教授，讲授
“非饱和土力学”和“水文学”等课程。研究方向为

非饱和土力学，渗流－应力耦合作用及浅层滑坡的
监测、分析与预测。分别于 ２００７年与 ２０１０年获得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ＮｏｒｍａｌＭｅｄａｌ奖和 Ｊ．Ｊａｍｅｓ
ＣｒｏｅｓＭｅｄａｌ奖。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Ｗ．Ｇｏｄｔ美国地质调查局滑坡灾害研
究学家，研究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滑坡灾害问题已

超过 １５年，出版了大量关于滑坡灾害的科研报告、
地质图件和期刊论文，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区域滑

坡灾害评估平台软件 ＴＲＩＧＲＳ。

应用土动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８２９０７

作　　者：谢定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在《土动力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土的动
力荷载、动力试验、动力特性以及土体的动力反应

与土体的动力稳定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动

力机器基础问题、弹性波动理论及应用问题、桩基

动测技术问题，地下管线抗震问题等这些土动力学

领域内相当重要的、在工程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的土动力学内容，并简要介绍从瞬态动力学理

论和随机过程理论的角度探讨土动力学特性规律

的一些思路与方法。从而弥补了原《土动力学》一

书在完整性方面的不足。

弹性理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０７７５

作　　者：铁摩辛柯，
古地尔 著

译　　者：徐芝纶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５月
定　　价：９９．００元

　　本书根据铁摩辛柯（Ｓ．Ｐ．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和古地
尔 （Ｊ．Ｎ．Ｇｏｏｄｉｅｒ）著 《弹 性 理 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１９７０年第三版译出。全书正文共十四
章，分别讲述：绪论，平面应力和平面应变，用直角

坐标解二维问题，用极坐标解二维问题，光弹性实

验法和云纹实验法，用曲线坐标解二维问题，三维

应力和应变的分析，一般定理，简单的三维问题，扭

转，杆的弯曲，回转体中轴对称的应力和变形，热应

力，弹性固体介质中的波的传播。附录中介绍了差

分方程在弹性理论中的应用。大部分章后均附有

习题可供读者练习，还附有大量注释文献可引导读

者对相关问题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书是弹性理论世界名著和经典教材，既可作

为高等学校弹性理论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又可供广

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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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饱和土土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３４６５

作　　者： Ｎｉｎｇ Ｌｕ，Ｗ．Ｊ．
Ｌｉｋｏｓ

译　　者：韦昌富、侯龙、
简文星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非饱和土土力学》使用逻辑思维、物理推理
与数学推导的方法，采用热力学、力学与水文学中

最基本的原理与方法探讨了非饱和土土力学的基

本原理，阐明了这些基本原理在非饱和土中应力与

流动现象中的应用，论述和评价了描述应力与流动

现象的状态变量和材料变量的常用的测量与模拟

技术。

《非饱和土土力学》将微观物理原理与宏观热

力学理论结合起来，论述非饱和土的孔隙持水特性

与应力状态。本书使用大量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

述了非饱和土土力学突飞猛进的研究进展，包括有

效应力的适用性、液体和气体流动、基质吸力和渗

透系数的测量技术等。

《非饱和土土力学》是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土

壤学、地下水动力学、地球科学等领域中学生难得

的教科书，也是专业岩土工程师、土壤学者、地质工

作者、结构工程师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

试验土工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６９２６

作　　者：谢定义、陈存礼、
胡再强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８月
定　　价：６５．００元

　　本书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土工试验的广阔范围、
理论基础、测试技术、工作现状与发展趋势。内容

包括：总论，土工试验方案的拟定，土工试验的土样

采取与试样制备，土的物质结构特性指标试验，土

的基本物理性质特性指标试验，土的基本力学性质

特性指标试验，土工室内三轴试验，特殊土的土工

试验，土工的原位、现场、原型试验，土工物理模型

试验，土工数值模型试验，土工试验资料的整理与

分析，土工试验现代化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结论等。

本书注意了简洁与清晰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

结合、方法与举例的结合、基础与深化的结合以及

来龙与去脉的结合，可以作为土木工程类有关专业

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岩土工程界工作与研究

人员的教材或参考书。

土动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４９５３

作　　者：谢定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５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研究各种动荷载作用下土的变形、强度特
性和土体的变形、强度稳定性，包括土材料的动力

特性和土体的动力稳定性两大方面的问题。本书

共 １０章，包括土动力学理论和试验基础、土的动力
特性规律、土体的地震反应分析和土体的地震稳定

性分析等几大部分。本书不仅保持了编著者 １９８８
年版《土动力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

统性、完整性、简明性和先进性的特点，而且着重注

意了启发性和实用性，汲取了大量新的思路与成

果，扩充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本书可作为土木工

程类有关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岩土工程

界从事土动力学工作与研究人员的教材或参考书。

岩土工程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７４８０

作　　者：谢定义、林本海、
邵生俊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定　　价：５２．００元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具有学科性、系统性、完整
性与简明性的“岩土工程学”专著。

本书根据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岩土工程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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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强调了岩土工程学在指导岩土工程建设上

的重要性，并对岩土工程学的本质特点、主要内容、

基本方法、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向进行了概要而系统

的分析。本书突出了以“岩土”为基础、以“工程”

为中心、以“稳定”为归宿的思想，内容包括了以工

作内容为主线索的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

岩土工程施工、岩土工程检测以及岩土工程管理等

五个方面带有共性的有关要求和方法；也包括了以

工程类型为主线索的岩土地基工程、岩土边坡工

程、岩土洞室工程、岩土支护工程和岩土环境工程

等五个方面带有个性的有关要求和方法。

本书可以作为岩土工程学科研究生的基本教

学用书，亦可作为其他土建类专业本科生和岩土工

程科技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结构概念：感知与应用（第二版）

作　　者：季天健 等 著，
武岳 等 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５月
定　　价：

　　本书内容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季天健博士十
几年来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结晶。本书针对结构

工程专业所涉及的一些静力和动力概念，设计制作

出简单的适合于课堂使用的示范模型来解释这些

概念，并通过一些工程实例来说明概念在实践中的

应用，从而使学生真正产生兴趣并更好地理解

概念。

结构动力学（第二版，修订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０４３０８

作　　者：［美］Ｒ．克拉夫、
Ｊ．彭津

译　　者：王光远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６．００元

　　本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
究生结构动力学课程的基本教材之一，主要介绍结

构动力学基本理论和抗震结构计算理论。自从本

书中文第一版问世至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几

乎都将其作为研究生学习结构动力学的基本教材，

教师们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时隔十多年后，两位教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与

时俱进地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引入了许多新的成

熟的研究成果，例如对一般荷载的逐步法；动力反

应分析———叠加法；动力自由度的选择；多自由度

体系动力反应分析：逐步法；无限自由度中的波传

播；整个地震工程篇等引入了近年最具有实用价值

的研究成果，使内容更具时代信息。

本教材虽主要是为土木工程研究生编写的，但

是其结构动力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同样适用与航

空工程、船舶工程、汽车工程和一切承受动荷载的

结构体系的领域。相信经作者修订后的第二版，一

定能为学生从事动力学方面课题研究打下更坚实

的基础。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航空工程、船舶工程、汽车

工程等等方面从事结构振动工作的研究生、大学教

师、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学习使用。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１８７１３７

作　　者：钟万勰
出版时间：２００６年 ２月
定　　价：３７．００元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讲课的教材，是其多年

教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本书中力图揭示密切关

联的多门力学学科的共同数学基础，指出只要换成

辛对偶变量体系，即可建立其公共的理论体系；并

提出了传统经典力学应向分析结构力学新层次发

展的观点；指出保守体系的各种近似分析皆应注意

保辛等。本书为此提供了最易接受的学习途径，强

调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融合，注意启发学生思考

和加强他们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并介绍了在物理、

控制等相关领域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力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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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力学丛书

 集结力学与科普界一流专家　展示科普
魅力

 唤起大众科学意识　引发好奇　破解
迷思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　实例丰富　生动有
趣

科学不是少数人的事业，科学必须是广大民众

参与的事业。而唤起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的主要

手段，除了普及义务教育之外就是加强科学普及。

本套丛书凝聚了我国力学界的一流专家与科普事

业中的领跑者共同出版一批力学科普著作，将它们

集结为《大众力学丛书》，其内容将涵盖：力学各分

支学科的涵义、力学发展简史、力学在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中的作用、日常生活中的力学等等。全套

丛书力求采用浅显生动的实例、图文并茂的叙述，

来阐明一些深奥的科学道理，使得具有大学文化水

平的人就能读懂这套丛书。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

对象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对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

也会有参考作用。

伟大的实验与观察———力学发展的

基础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估）

　　本书是《大众力学丛书》的第 １３本。本书收录
了作者近十多年来的二十几篇科普文章。这些文

章的主题都是与声学和音乐的科学原理相关的，涉

及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声强的度量、建筑声学、笛子

制作、各种乐器（弦乐器、管乐器、键盘乐器，以及锣

和鼓等）的构造和发声原理等。特别是结合其中的

科学道理及发现这些原理的历史，介绍了许多著名

科学家的工作。同时，书中还介绍了一些迄今尚未

解决的科学问题。作者将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地

叙述，史料丰富，图文并茂，文字深入浅出，叙述生

动。本书对中学、大学，包括艺术类专业的师生都

是一本很好的课外读物；对于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对

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读者，以及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员

也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武际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退休。１９３４年出生于山西省霍县，
１９５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
后留校任教。他的专长在固体力学、计算力学与应

用数学等方面。曾任北京大学力学系副系主任，中

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力学与实践》主编，中国电机学会冷却塔委员

会副主任，《力学学报》、《固体力学学报》、《计算力

学》等杂志的编委，太原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

兼职教授。

趣话流体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３６３８

作　　者：王振东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５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本书是一本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力学科普读物，
内容大致可分为“力学诗话”和“力学趣谈”两部

分。“力学诗话”的文章，力图从唐宋诗词中对力

学现象观察和描述的佳句入手，将诗情画意与近代

力学的发展交融在一起阐述。“力学趣谈”的文

章，结合问题研究的历史，就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力

学现象，风趣地揭示出深刻的力学道理。全书内容

生动新颖，文理交叉，图文并茂，笔调流畅，可读性

强，是一本适合文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大中专物

理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及诗词和自然科学爱好者的

优秀读物。这本科普小册子，能使读者感受力学魅

力、体验诗情人生，有益于读者交融文理、开阔思路

和激发创造性。

王振东，天津大学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３７年 ６月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１９５８年 ７月毕
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一直从事基

础力学和流体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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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湍流与流动稳定性及其工程应用、工业中的

流体力学和流变学问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出版科普著作《诗情画意谈力学》和《力学诗趣》。

曾任中国力学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联合

主办的《力学与实践》杂志主编。１９９７年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１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
作品二等奖。

大众力学丛书———谈风说雨———大

气垂直运动的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０８１２

作　　者：刘式达 李滇林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４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本书以风、雨为主线，讲解了 ２０个日常生活中
人们普遍关心的大气科学中的力学问题，内容包括

天上的云、气旋和反气旋、风的形成、冷暖气团相遇

的锋面、龙卷风和台风等。这些大气现象均和力学

中所涉及的气压梯度力、离心力、科氏力、摩擦力等

有关，并用力的平衡和角动量守恒原理等作了科学

解释。本书特别对大气中的风和雨的运动形式以

恢复力、阻尼力为参数进行了几何分类，复杂的全

球大气环流形式便有了通用、简洁的拓扑特征。这

样，大气中的力学问题就可用几何、拓扑的方法展

示，更加直观和深入。

由于近十多年来人们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

此书中也介绍了有关温室气体、全球气候变化、极

值天气等问题的基本知识和观点，使读者能关注力

学在大气中的最新进展。

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供对力学和大气

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参考。

大众力学丛书———音乐中的科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５６５４０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２１．００元

　　本书是《大众力学丛书》的第 １３本。本书收录
了作者近十多年来的二十几篇科普文章。这些文

章的主题都是与声学和音乐的科学原理相关的，涉

及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声强的度量、建筑声学、笛子

制作、各种乐器（弦乐器、管乐器、键盘乐器，以及锣

和鼓等）的构造和发声原理等。特别是结合其中的

科学道理及发现这些原理的历史，介绍了许多著名

科学家的工作。同时，书中还介绍了一些迄今尚未

解决的科学问题。作者将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地

叙述，史料丰富，图文并茂，文字深入浅出，叙述

生动。

本书对中学、大学，包括艺术类专业的师生都

是一本很好的课外读物；对于广大音乐爱好者和对

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读者，以及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员

也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大众力学丛书———趣味振动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３４５８

作　　者：刘延柱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３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本书是《大众力学丛书》中的一本，以通俗有趣
的方式讲述振动力学。包括线性振动的传统内容，

从单自由度振动到多自由度和连续体振动。也涉及

非线性振动，如干摩擦阻尼、自激振动、参数振动和

混沌振动等内容。在叙述方式上力图避免或减少数

学公式，着重从物理概念上解释各种振动现象。

本书除作为科普读物供阅读以外，也可作为理

工科大学振动力学课程的课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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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力学丛书———力学与沙尘暴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７０７６

作　　者：郑晓静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７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沙尘暴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
不仅是大气、地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因为其中有许多基础科学的共性问题，特别

是力学问题，而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本书的目的

是通过对沙尘暴及其相关问题的介绍，揭示其与力

学之间的联系，指出这些力学问题的解决对于力学

学科本身发展所将起到的带动作用。全书共包括

２５个章节，分别涉及风沙流形成与发展的微观机
理、沙尘暴的测量与预报、风沙电现象及其对电磁

波的影响、风沙地貌、防沙治沙工程等多个方面。

每个方面均从基本现象出发，着重趣味性，最终引

出对其中力学问题的思考。有兴趣的读者只要具

备一定的力学知识就能顺利阅读。

本书作为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教师、相

关科研人员、领导干部的科普读物，有助于对沙尘

暴及沙漠化现象的认识和思考。

大众力学丛书———方方面面话爆炸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２７５０

作　　者：宁建国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７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爆炸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前沿领域，是研
究爆炸规律以及爆炸的力学效应利用和防护的学

科，涉及到力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本书从

爆炸的相关基础开始，由军事、民用、到自然界中的

广义爆炸和天体爆炸等共分为二十个专题进行

讲述。

书中尽量避免出现复杂的公式，用通俗易懂的

文字描述爆炸现象和理论，并配有插图以便于理

解；内容广博约略，几乎涵盖了整个爆炸科学领域；

通篇章节布局流畅，使读者能够循序渐进的了解爆

炸的各个知识点。

本书可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对学习兵器科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一本很好

的入门读物，同时书中的知识也能帮助爆炸科技工

作者进一步加深对爆炸现象和相关规律的理解。

动脑筋·说力学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９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估）

　　本书集中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二十一篇文章。
作者从日常熟悉的现象入手叙述这些现象背后普

遍的力学道理。例如谈论飞机为什么能够飞起来，

从拍西瓜引出医学上常用的核磁共振，ＣＴ和超声
检查，谈论摇撸、刹车、差动齿轮、高楼边上风大等

问题，都采用独具特色的叙述方式，启发读者做进

一步的思考以弄清这些科学技术领域的关键。抽

象性是近代力学发展的一个方面的特点。书中有

几篇文章，如谈对称、变换、细观力学等，从比较直

观的现象把读者引向比较抽象的思考。如果读者

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沿着作者的思路做进一步的动

脑筋探讨，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本书可以供高中

生、理工科大学生、教师以及广大读者阅读和参考。

谈科技·说力学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估）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二十七篇文章。有

４７ 物理、力学类



的是从日常见到的事物开始谈论力学原理，从中引

出新的科学技术研究方向，并对这些方向进行介

绍。有几篇是关于科学史和介绍在力学史上有重

要贡献人物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帮助了解力学与

别的学科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可以体味出力学和数

学、物理、工程的密切关系，认识力学是近代科学和

工程技术的基础。此外还有几篇是谈论与数学有

关的科普文章。最后的四篇文章，是关于科学和基

础研究方面的论述。本书对于要进一步了解力学

与科学技术关系的学生、教师和广大读者，是一本

有启发性的参考书。

材料力学趣话———从身边的力学到

科学研究

作　　者：蒋持平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估）

　　本书以科普小专题的形式介绍身边常见事物
中的材料力学趣味知识和科学研究，包括豆荚弹射

籽粒和黄瓜卷须大距离拉拽攀援的双层预应力条

设计、捕蝇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食昆虫所应用的

的力学、干涸湖泊和冷却火山岩浆中的周期分级裂

纹网记录其形成历史的科学密码、由脆性低强度碳

酸钙制造的超强韧贝壳和由普通蛋白质制造的超

柔韧蜘蛛丝的跨尺度力学设计的华彩科技乐章、雾

姥甲虫迎风＂斗＂雾饮水的奇景、人厌槐叶萍水不
湿身的秘籍、复合材料产生组分材料所没有的新性

质的＂乘积效应＂、人类精湛复杂的折纸技艺、自然
简约神妙的折纸运动和受其启发开发的折纸超材

料等。本书注重从国际公认报道自然科学最高水

平成果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等刊物选材，以欣赏和
玩味高端科技原创中的＂大道至简至妙＂。书中也
适当选取了作者的某些有趣结果和体会，因为亲历

会更感真实亲切。本书可供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程

度以上的读者阅读，供大学生、研究生、大中学校的

教师和科技人员参考。

大众力学丛书———科学游戏的智慧

与启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１０５０４

作　　者：高云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１月
定　　价：３０．００元

　　本书介绍了 ２４个动手游戏，以力学内容为主。
这些游戏均在全国不同的中学或大学中开展过比

赛，并已在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中播出过。

每个游戏包括三部分模块：（１）游戏的内容和要
求、工具和材料、比赛规则，难易程度；（２）游戏涉
及的原理和概念、分析和处理的方法，如何从身边

简单的现象中获得启发，并从中引伸出很多相的关

话题；（３）学生们在比赛中的表现和小花絮、特别
的技巧和成败的关键等。

书中的重点是以游戏的原理和概念为线索，介

绍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作者用生动有趣的生

活现象或专门设计的图片来说明道理，读者可以从

中领悟如何快速分析问题、如何把复杂问题简单

化。例如，利用人们在厚薄不同的冰层上的行为，

说明扎气球破而不爆的道理；从平时走路鞋带可能

会自己松开的现象，说明惯性力和摩擦力在里面所

起的作用。另外作者还从游戏所涉及的原理中引

伸出很多有关联的现象或典故，例如，从用振动法

测大象的质量，引出判别西瓜生熟的方法和古代自

鸣罄的故事；从柔绳绕圈的摩擦，引出几何级数的

增长和国际象棋的故事，等等。

本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相关的成语和典故

信手拈来，是一本文理交融的科普读物。本书可以

作为中小学生的课外科普读物和试验指南，也可以

作为中小学科学课教师的补充教材和案例，还可以

作为大学生力学竞赛和动手实践环节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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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力学丛书———涌潮随笔：一种

神奇的力学现象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９１９８８

作　　者：林炳尧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５月
定　　价：１２．６０元

　　涌潮是一种很有趣的自然现象。本书力图用
各个专业学生都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介绍当前

涌潮研究各个方面，尤其水动力学方面的主要成

果。希望读者在回顾探索过程的艰辛、欣赏有关涌

潮的诗词歌赋、增加知识的同时，激发起对涌潮，对

自然的热爱和探索的愿望

大众力学丛书———漫话动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４９４２

作　　者：贾书惠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月
定　　价：１９．２０元

　　动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与日
常生活、自然现象及工程实践有着广泛的联系。本

书从常见的日常现象出发，揭示其中的力学原理，阐

明力学规律，并着重介绍这些原理及规律在工程实

践，特别是现代科技中的应用，从而展示动力学在认

识客观世界及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巨大威力。本书汇

集了十个专题，涉及导航定位、火箭卫星、载人航天、

陀螺仪器、体育竞技、大气气象等多个科技领域。

本书是一本科普读物，一些力学原理、规律都

是由日常现象归纳总结出来，并配有大量插图，因

而易于理解；内容丰富而广泛，通过阅读可以增加

有关现代科技的许多知识；书中所引的故事轶闻，

读起来生动有趣。

本书可供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对学习力学课程的大学生也是一本很好的教学参

考读物。

大众力学丛书———力学史杂谈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０７４６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定　　价：２６．８０元

　　本书收集作者在近 ２０年中陆续发表或尚未发
表的 ３０多篇文章和天津大学王振东教授的两篇文
章。文章分为人物篇、事件篇和议论篇三部分。这

些文章中概括了作者认为对力学发展乃至对整个

科学发展比较重要而又普遍关心的课题。介绍了

从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拉格朗日等科学家的生

平与贡献，也介绍了我国著名的力学家；作者还对

力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事件，如守恒定律、梁和板的

理论、永动机等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介绍。每篇文

章中，作者有对历史事实的认真考据，有作者独到

的见解。同时，涉及当前科学和力学发展有关的基

本问题，作者也发表了一些议论。

本书对科学史有兴趣的读者，对学习力学的学

生和教师，都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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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７５４１

作　　者：乐卫松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９月
定　　价：１５．００元

　　本文从国家决定研制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客机谈起，通过设计的一组人物，有专家、教

授、总设计师和航空爱好者等，用情景对话、访谈专

家学者的方式，描述年轻人不断探索，深入了解在

整个飞机研发过程中，力学在航空业中特别奇妙的

地位。如同人的遗传密码 ＤＮＡ，呈长长的双螺旋
状，每一小段反映人的一种性状，飞机的生命密码融

入飞机研发到投入市场的长历程，力学乃是组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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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飞机生命密码中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学科。

这是一篇写给大学生和高中生阅读的通俗的小册

子，当然也可供对航空有兴趣的各界人士浏览阅读。

大众力学丛书———趣味刚体动力学

（第 ２版）

作　　者：刘延柱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２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估）

　　本书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和工程技术中形形色
色力学现象的解释学习刚体动力学。全书包括 ３２
个专题，归纳为玩具篇、体育篇和技术篇等三章。

每个专题的叙述均以物理概念为主，着重文章的通

俗性和趣味性。需要借助数学公式的深入分析在

各个专题的文末以注释的形式给出。附录里给出

必要的刚体动力学基本知识。

本书除作为科普读物供阅读以外，也可作为理

工科大学理论力学课程的课外参考书，使读者在获

得更多刚体动力学知识的同时，能对身边的力学问

题深入思考并提高对力学课程的学习兴趣。

大众力学丛书———诗情画意谈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４６４９

作　　者：王振东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６月
定　　价：１５．００元

　　本书是一本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力学科普读物，
内容大致可分为“力学诗话”和“力学趣谈”两部

分。“力学诗话”的文章，力图从唐宋诗词中对力

学现象观察和描述的佳句入手，将诗情画意与近代

力学的发展交融在一起阐述。“力学趣谈”的文

章，结合问题研究的历史，就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力

学现象，风趣地揭示出深刻的力学道理。

全书内容生动新颖，文理交叉，图文并茂，笔调

流畅，可读性强，是一本适合文理工科大学生、研究

生，大中专物理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及诗词和自然

科学爱好者的优秀读物。

大众力学丛书———奥运中的科技

之光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６２１６

作　　者：赵致真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６月
定　　价：１８．００元

　　本书全景式讲述了奥运中的科学知识。通过
经典赛事和有趣故事，深入浅出分析了各项体育运

动中生动丰富的力学现象，广泛涉及生物学、化学、

数学、电子技术、材料科学等诸多领域，并介绍了当

代体育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旨在“通过科学欣赏

体育，通过体育理解科学”，也有助于大中学生开阔

眼界，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

本书语言洗练，笔力深厚，既是知识含量很高

的科普佳作，也是情文并茂的优秀散文。

本书各篇文稿已拍摄成系列科普电视片并在

全国播出。

大众力学丛书———拉家常·说力学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４４６０１

作　　者：武际可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 ６月
定　　价：１５．００元

　　本书所收集的 ３２篇文章，是作者近十多年来
发表的科普文集。这些文章，都是从常见的诸如捞

面条、倒啤酒、洗衣机、肥皂泡、量血压、点火等家常

现象入手，结合历史典故阐述隐藏其中的科学原

理。这些文章图文并茂、文理兼长、读来趣味盎然。

其中有些曾获有关方面的奖励。本书可作为具有

７７物理、力学类



高中以上文化的读者阅读，也可以供大中学教师的

教学参考。

偶然之极———量子惊喜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４５６６

作　　者：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ａｒｓ，Ａｎｎｉｃｋ
Ｌｅｓｎｅ，Ａｎｎｅ
Ｐａｐｉｌｌａｕｌｔ

译　　者：赵佳 刘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本书是由专业摄影师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拍摄的科研

人员日常学习、工作的照片辑。收集了一批研究、

实践和关注量子物理的科学家的散文随笔。包括

４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２００７年阿尔伯特·费尔
（ＡｌｂｅｒｔＦｅｒｔ），１９９７年菲利普（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和科恩－塔诺季（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２０１２年
阿罗什（ＳｅｒｇｅＨａｒｏｃｈｅ）的文章。

解码者：数学探秘之旅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５３０２

作　　者：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ａｒｓ，Ａｎｎｉｃｋ
Ｌｅｓｎｅ，Ａｎｎｅ
Ｐａｐｉｌｌａｕｌｔ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在公众心目中数学家的形象是神秘的。他们
整天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总是花费那么多的时

间和精力在那些抽象的、凡人不甚理解的东西上

面？本书以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为背景，通过大量

在办公室中的照片和个人的自述向人们展示数学

家在研究所中的活动。尽管数学家也是人人各异，

这里的陈述也只代表每个个人的观点，但从众多的

材料中读者可以对这个人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边界元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６０９０

作　　者：姚振汉、王海涛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４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边界元法是在有限元法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
精确高效的工程分析数值方法。经过近 ５０年的发
展，它不仅在固体与结构分析领域成为有限元法最

重要的一种补充，而且在微机电系统电磁场分析和

大型结构电磁波散射分析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

本书分为传统边界元法的基本内容和近年发

展的快速多极边界元法等新进展两大部分。前七

章是在作者 １９８７年开始到 ２００３年在清华大学工
程力学系讲授边界元法研究生课程所编讲义的基

础上改写的。其中包含了传统边界元法的基本内

容，分为三个单元：前三章为数学力学基础部分，介

绍各种问题边界积分方程的建立；第 ４－５章为基本
数值方法部分，包括分元离散、数值积分和方程求

解，并结合二维问题介绍其程序实现；第 ６－７章为
几类应用专题，主要是含时间问题、几种非线性问

题和反问题。后面第 ８、９章介绍快速多极边界元
法和大规模快速多极边界元并行算法，第 １２章介
绍与边界积分方程相关的边界型无网格法。另外

在第 １０、１１两章简要介绍国际上边界元法比较成
功的应用，包括在机械、结构工程中的应用，和声、

电、磁场分析设计中的应用。

本书是教科书，因此重点介绍边界元法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使计算力学或计算工程与科学方向的

研究生在此基础上结合查阅文献可以比较顺利地

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作者从事此领域研究已有

３０年，书中也介绍了作者研究组在此领域取得的
主要研究成果。书中的内容多于 ４８学时或 ３２学
时的课程能够讲授的内容，便于不同学校、不同专

业的老师根据需要选讲部分内容，同时为研究生提

供课外的补充学习材料。本书附带光盘，提供弹性

力学平面问题的边界元法 Ｃ＋＋和 Ｆｏｒｔｒａｎ源程序、一
个三维位势问题的常规和快速边界元分析程序的

执行文件，以及相应的考题和算例，供读者试用。

本书也可以作为有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边

８７ 物理、力学类



界元法的参考书。

负折射光子晶体的基础研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６７４９

作　　者：王燕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２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开展负折射材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实际应用效益，符合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是目

前物理学界的前沿性课题。光子晶体作为未来集

成光路的基础材料，在光通讯、微波通讯、光电器

件、光电子集成以及国防隐身材料等领域具有十分

广阔的应用前景。鉴于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二维

光子晶体的负折射及反常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的实验研究
问题，在理论上设计负折射光子晶体模型、加工和

制备光子晶体实物及理论上严格设计整套实验方

案的基础上，结合光学、电子技术和机械知识，建立

了测量光子晶体的负折射实验及反常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
实验验证的光学系统，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负折射

光子晶体确实存在反常 Ｄｏｐｐｌｅｒ效应。（该成果已
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５
（４）：２３９－２４５上）。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物理和光学工程专业的

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也可供从事光子

晶体负折射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参考。

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核能与环境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９４１０

作　　者：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
译　　者：朱安娜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共 ９章，主要针对当前核放射环境研究领
域的一些重要理论与观点进行了阐释。

主要内容包括：核电的发展历史，核燃料循环、

核设施退役对环境的影响，历史上的几起核事故，

遗弃核设施及其去污方法，高放废物的填埋处置，

放射性在环境中的弥散，对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

防护体系等。

该书阐明了核电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涉及的专

业领域和知识面广，具有很高的价值。

该书适合政府管理者、环境保护者、政策制定

者参考，亦对能源科学、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管理

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朱安娜，２００４年获清华大学环境系博士学位，
任 ＦＨＹＪＹ第六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污染消除技术及装备研究。

页岩气及其勘探开发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０６９３

作　　者：肖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６月
定　　价：４５．００元

　　本书为“低碳能源技术”丛书的一本。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页岩气研究的理论

成果，介绍了世界上页岩气资源及勘探开发的概

况、页岩气及其富集机理、勘探评价及开发的主要

技术、中国页岩气地质特点及勘探开发情况，并总

结了国外页岩气产业发展的经验。全书内容囊括

页岩气的资源、地质、机理、勘探、开发和政策等多

个方面，对国内页岩气的理论研究和勘探开发工作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页岩气理论研究和勘探开发的

科学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从事新能源研究的人员

及石油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肖钢，中海油研究总院新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中海油新能源公司首席科学家、英国皇家化学会

院士。

９７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４００９９

作　　者：肖钢　白玉湖　
董锦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２月
定　　价：３７．００元

　　本书是低碳能源技术中的一本。
天然气水合物储量巨大、分布广泛、清洁，被认

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潜在替代能源。目前，国际上形

成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热潮。美国、日本等国已

经把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提升至国家能源战略层次，

并制定了相应开发计划。我国在天然气水合物研

究方面尚有很大差距。

随着国际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不

断开展，新成果日新月异，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研究

进展进行跟踪和总结。本书从天然气水合物的总

体研究进展出发，介绍了天然气水合物基本物理化

学性质及其测量方法、地质成藏模式、勘探开发方

法、天然气水合物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及前景、现场

试验开采以及水合物开采可能导致的潜在的风险，

使读者能够系统地了解天然气水合物这一研究

领域。

本书适合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教师、研究生、

管理者以及新能源研究领域相关专业的读者参考。

还碳于地球———碳捕获与封存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７０２１

作　　者：肖钢　马丽
出版时间：２０１１年 ８月
定　　价：３７．００元

　　本书是《低碳能源技术》丛书中的一本。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研发和推广低碳

技术被视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方法。提高能效、发

展替代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和碳捕获与

封存（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ＣＳ）技术是最为

重要的三种减排手段。但随着提高能效技术的“天

花板效应”的逐渐显现，替代能源资源由易开发向

难开发的过度等原因，国际能源署认为 ＣＣＳ的减
排贡献将成为减排份额最大的单项技术。

在此背景下，作者以平时的语言、严谨的逻辑

向读者叙述了为什么要进行碳的捕获与封存；碳捕

获与封存的可行性；碳运输的安全性；碳捕获与封

存的市场潜力；碳捕获与封存的相关法律政策，以

及碳的捕获方法与实际应用等话题。

本书对从事 ＣＳＳ研究的科研人员、研究生以及
其他从事能源研究及政策制定的读者具有较好的

指导作用。

肖钢，中海油研究总院新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中海油新能源公司首席科学家、英国皇家化学会

院士。

含水燃料的燃烧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７６５１０

作　　者：傅维镳、龚景松、
侯凌云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９月
定　　价：３６．００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在含水燃料的微爆理
论、多组分蒸发理论、催化重整技术、含水燃料对柴

油机节油和降低污染的研究等，并对重质含水燃料

的燃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重点揭示了在内燃机

中不存在微爆、用水比油蒸发快的原理解释柴油机

中含水燃料能够节油的原因，同时给出采用含氧燃

料热分解技术与含水燃料相结合的方法大幅度提高

柴油机节油率的技术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国

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然而，由于油燃烧现象的复

杂性，尚有一些重要问题的规律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书可供广大从事油燃烧专业的研究人员及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使用、参考。

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

理论和实验多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解释掺水燃

料的燃烧特点起到重要作用。为消除人们认识上

的也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傅维镳教授，为此几乎

尽了毕生的精力。

０８ 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傅维镳，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工程热

物理教研室主任，燃烧研究室主任。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数蕴玄学与

面对复杂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９１８８

作　　者：师汉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定　　价：３９．００元

　　本书由 ２９篇科学散文组成，分为“数蕴玄学”
和“面对复杂”两篇，探数学之奇景，究复杂之渊

源。这些文章在传授科学知识时注意揭示其背后

的哲理；在介绍科学成果时注意说明其秉持的方

法；在讲述科学史实时注意阐发其所包含的情趣。

此书适合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适合作为各专业大学生的课外读物。

与此书配套出版的还有另一本书：《科学的睿

智与美妙———天地之间与物含妙理》，该书由 ２１篇
科学散文组成，分为“天地之间”和“物含妙理”

两篇。

这两本书向高中生、大学生及社会大众提供一

份获取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方法、领略科学旨趣的

“知识套餐”。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天地之间与

物含妙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８８９５７

作　　者：师汉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０年 ７月
定　　价：２９．００元

　　这是一本介绍科学知识、阐述科学思想和讲解
科学方法的书籍。

本书由 ２１篇科学散文组成，分为“天地之间”

和“物含妙理”两篇，谈天说地，评点人生，剖析物

理。这些文章在传授科学知识时注意揭示其背后

的哲理；在介绍科学成果时注意说明其秉持的方

法；在讲述科学史实时注意阐发其所包含的情趣。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有趣，适合高中生、大

学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对高中生而言，本书有益于

其了解科技发展动态，更好地规划职业生涯；对大学

生和科研人员而言，有利于拓展其知识领域，启迪心

灵和智慧，从而在专业研究领域获得较大成就。

与此书配套出版的还有另一本书：《科学的睿

智与美妙———数蕴玄学与面对复杂》，该书由 ２９篇
科学散文组成，分为“数蕴玄学”和“面对复杂”

两篇。

师汉民，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

年曾主持和参与一些大型科技馆、科技博物馆、科

学中心的策划与设计工作。

趣谈创意实现的 ３Ｄ打印

作　　者：李维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０８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估）

　　本书首先介绍以热熔塑料为原材料的 ３Ｄ打印
机，然后介绍以金属粉末为原材料的 ３Ｄ打印机。
前者已经在多个领域中普遍流行，后者的工程应用

价值更大。在描述了这两种 ３Ｄ打印机的构造与工
作原理之后，书中提供了若干个设计与加工实例，

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体验和实践的机会。除此以外，

作者对于其它几种常用的现代制造技术也作了简

要叙述。

本书为科普著作，可作为中小学校科技老师的

参考书，亦可作为对机械设计制造感兴趣的读者的

自学读本。

李维，上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制造。

１８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建设———

空天工程 ＣＤＩＯ与领导力计划实践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２７２１

作　　者：郑伟 李健
张为华 唐国金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４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在工程教育领域，《重新认识工程教育———国
际 ＣＤＩＯ培养模式与方法》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作
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爱德华．克劳雷，译者为加
拿大院士顾佩华。在此基础上，本书引入爱德华．
克劳雷教授 ２００７年提出的“Ｇｏｒｄａｎ领导力计划”
的最新工程教育改革成果，主要阐述航空航天专业

领域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等相关内
容，与《重新认识工程教育———国际 ＣＤＩＯ培养模
式与方法》一书相比，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本书以 ＣＤＩＯ教育理念为基础，对航空航天专
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开

展了研究，可为国内相关专业的“卓越工程师”培

养提供参考。

本书为“工程教育从书”中的一本，可供从事

工程人才培养和教育的老师、管理者参考，亦适合

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阅读。

郑伟，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健，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公派赴

英国做访同学者期间，对国外知名大学空天工程专

业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

工程人才一体化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４６６８

作　　者：胡志刚 任胜兵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

　　本书在充分考虑工程教育中各培养环节与要

素，以及各环节特点与环节之间互补关系的基础

上，阐述了一种可持续优化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方法。本书共有 ８章，第 １章简要介绍了一体
化培养体系的背景与构建思想；第 ２章详细介绍了
一体化培养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实施要素；第 ３章介
绍了基于 ＣＭＭ的能力成熟度评估、改进机制与方
法；第 ４章结合案例阐述了基于能力评估的一体化
培养方案构建与优化方法；第 ５章主要介绍面向课
程教学过程的一体化课程内容组织、一体化教学手

段应用等内容；第 ６章详细介绍了一体化实践过程
组织、平台建设、评价机制与方法；第 ７章探讨了一
体化课外研学活动的组织设计思路；第 ８章阐述了
一体化师资队伍设计理念，并分别介绍了教师个体

能力的评估与提升，以及教学团队能力评估与持续

改进的实施方法。

本书为“工程教育从书”中的一本，可供从事

工程人才培养和教育的老师、管理者参考，亦适合

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阅读。

本书作者来自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一线，具有丰富
的实际教学经验。

工程教学指南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６４２３１

作　　者：Ｗａｎｋａｔ，Ｏｒｅｏｖｉｃｚ
译　　者：王世斌 郄海霞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１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本书是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的中译本，是“工程
教育从书”中的一本。书中汇集了原作者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至今的教育教学研究理论与经验，出版后被工
程教育界人士广泛引用。其独到的分析和深邃的思

想被广为接受，被誉为“一本关于工程教学中讲授、小

组研讨、实验、设计实践等内容的伟大著作。”

本书从教师们所关心的教学实际问题入手，如

第一堂课的设计、课堂教学方法、问题解决策略、实

验、设计、辅导、作业、评分等，进而论及工程教学的

教育心理学基础及相关的学习理论。最后讨论了

与学术职业相关的问题，对教师的晋升和终身教

职、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职业伦理、工程教育准则都

进行了详尽阐述。

２８ 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对于我国大量从事工程教学的一线教师、管理

者及研究人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新认识工程教育（第二版）

作　　者：顾佩华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９００（估）

　　《重新认识工程教育》第二版吸收了近年来
ＣＤＩＯ国际合作组织成员改革的经验，对《ＣＤＩＯ能
力大纲》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强调了工程设计的重

要性，新增了部分高校改革经验，使其更加符合工

程教育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

本书适合从事工程教育的高等院校教师、管理

人员及学生阅读和参考。

重新认识工程教育———国际 ＣＤＩＯ
培养模式与方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６５４６０

作　　者：ＥｄｗａｒｄＣｒａｗｌｅｙ等
译　　者：顾佩华 沈民奋

陆小华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５月
定　　价：５５．００元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
革的最新成果，由麻省理工学院和瑞典皇家工学院

等四所大学组成的跨国研究团队探索提出。ＣＤＩＯ
代 表 构 思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设 计 （Ｄｅｓｉｇｎ），实 现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运作（Ｏｐｅｒａｔｅ），它以产品研发到产品
运行的全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

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

本书由 ＣＤＩＯ创立者 ＥｄｗａｒｄＣｒａｗｌｅｙ（ＭＩＴ）亲
自编写，是全球第一本系统介绍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方
面的专著。本书从全球工程教育发展的高度，首先

介绍了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产生的背景，然后对
ＣＤＩＯ的原理、大纲、实施标准和改革评估方法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本书最后还回顾了世界工程教育

的历史发展，并对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

刻的分析，更加明确了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理念在工程
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是“工程教育从书”中的一本，适合高校

教师、教育行政管理者、高校行政管理者、教育研究

者、大学生以及企业管理者阅读参考。

该书作者顾佩华教授原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曾长期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任教，回国后受聘于

广东汕头大学，任常务副校长，长期致力于我国的

工程教育事业。

学位论文撰写方法学———怎样写好

硕士和博士论文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０１７４

作　　者：闻邦椿 闻国椿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９月
定　　价：３５．００元

　　 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
总结出成功做事和高效做事的 １２条方法论规则，
包括做事三要素（目的和要求、任务和态度、步骤和

方法）、主观方面四项潜能（思想和品德、知识和能

力、健康和生命、毅力和战术）、客观方面三因素

（机遇和挑战、环境和协调、条件和利用）以及两件

要事（学习和致用、总结和提高）。进而将其用于

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和学位论文写作。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方法论规则的灵活运

用；二是按照系统化的工作程序讨论学位论文的

撰写。

闻邦椿，院士，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

事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

３８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英文科研论文写作与投稿

作　　者：李瑞琴 戴建生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定　　价：４９．００元（估）

　　本书内容包括：（１）根据期刊论文的写作流
程，分析各部分的写作特点，给出实例。（２）给出
写作技巧及写作注意事项。（３）介绍论文投稿、审
稿及版权问题。（４）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的准备与
报告。（５）从近年发表的工程类英文期刊中摘录
规范的专业表达语句、不妥当的或错误的语句进行

正误对照。本书还配有相关电子教学资料，供读者

学习时使用。本书适合工科类科研人员、研究生、

教师阅读和参考。

中国工程院系列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５４８７

作　　者：中国工程院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６月
定　　价：５００．００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型系列画册以纪实环境
肖像摄影之方法，记录院士群体的科技工作实况，

配以院士亲笔寄语和中英文简介等内容，是我国杰

出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纪实和珍贵史料。院士手迹

或恣肆雄放，或敦朴古拙，或秀美圆润，映射出他们

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率真的生活情趣，反映出他们对

科学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奉献精神。《中国工程院院

士》自 １９９６年开始出版，迄今已出版 １２卷，收入了
２０１６年以前当选的全部中国工程院院士。

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５４６６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３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第 ２０５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的专家报告汇总，

由综述、主题报告、专题报告和广州共识四大部分

构成。内容围绕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进行研

究，结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工程、超高层建筑、

城市市政管网、大型隧道等重大复杂工程项目的实

际，总结重大复杂工程的经验，提出了重大复杂工

程分包规划及采购策略、巨系统视角下城市碳氧平

衡、全过程风险管理、基于“时空观”的大数据工程

管理、“互联网＋”重大项目管理等理论和方法，以
及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智慧导向城市

更新模式、城市轨道交通调度控制一体化、城市饮

用水源工程生态风险管理等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

对科学指导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工程管理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可作为重大复杂工程管理、绿色城市建设、污

染防治、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领域从业人员、高等院

校工程管理类专业师生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

考书籍，亦可供关心该领域的社会公众学习和

参考。

个体化肿瘤医学发展战略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３６７７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４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第 １９１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个体化肿瘤医学发展战略高峰论坛的专家

报告汇总。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综述了本

４８ 中国工程院系列



次论坛的内容；第二部分收录了与会院士的专题报

告，内容覆盖肿瘤外科治疗、肿瘤转化医学、放射治

疗、免疫治疗、内科治疗、诊治新技术、防控策略等

领域。全书内容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反映了当前

肿瘤学的最新发展前沿和最新进展。

本书是“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之一，适宜

于各级肿瘤科医生参考阅读，同时也有助于从事个

体化肿瘤医学研究的学者和临床医生启迪思维、开

展合作。

先进高分子材料创新与产业化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４４８２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２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新材料是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扶持和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先进高分子材料因

具有轻质、高强、结构设计性强、结构功能一体化等

性能特点，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电气、船

舶、车辆、石油化工、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第 ２１３
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先进高分子材料创新与

产业化”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１７日在大连召开，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计 １３位院士出席论坛，来
自国内高分子科学领域的 ６０余家单位的 １００余位
专家、学者以及企业领导、科技人员参加会议。论

坛反映了国际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展

示了我国高分子研究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并且研

讨了我国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创新、产业化、投资、应

用及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就提升我国高分子材

料行业创新发展思路和策略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对

促进我国高分子材料研究、产业和应用的持续健康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书为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可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也可为国家相关部委和企业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和对策，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工程方法论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８１７３０

作　　者：殷瑞钰 李伯聪
汪应洛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８月
定　　价：６９．００元

　　在工程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工程实践中，
工程方法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可是，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一直都是一

个薄弱环节，整体而言，还没有提出和形成一个比

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工程方法论理论框架。针对国

内外工程方法论研究薄弱的状况，中国工程院工程

管理学部自 ２０１４年起立项研究工程方法论问题，
本书即为该项目的结项成果。本书在系统梳理、概

括和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创

新，大力开拓，提出了关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总体

性认识，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内容比较丰

富、现实感强烈、工程特色鲜明的工程方法论理论

框架。本书主要作者包括殷瑞钰、傅志寰、栾恩杰、

汪应洛、王礼恒等著名院士，凤懋润、候深渊等工程

专家，李伯聪、陈凡、王大洲等哲学专家。本书是我

国工程界和哲学界协同努力、合作研究的成果。本

书的出版意味着我国在工程哲学领域，继出版《工

程哲学》（２００７年第一版，２０１３年第二版）和《工程
演化论》（２０１０年）之后，取得了又一重要的新
进展。

本书面向工程界、企业界、哲学界、社会科学界

有关公务员、政策研究人员和其他有兴趣的人士，

面向广大工程师、理工科院校师生，可作为有关院

校教学用书。

精准医学与创伤救治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４２０６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８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５８中国工程院系列



　　危害人类健康以至生命的疾患分“病”和“伤”
两大类。“伤”主要是创伤。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

发展，不少疾病正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但创伤却随

致伤因素的增加，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伤情

更为复杂、严重。因此，创伤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

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疾患之一。尽管我国创伤

急救技术体系不断完善，伤后早期救治成功率已有

显著提高，但最终伤死率和伤残率仍然较高，如何

进一步提升危重伤的救治水平，最大限度地控制危

重伤伤死率和伤残率，是当前创伤医学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精准医学是根据患者个体具体情况制

定个性化精准预防、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方案，解

决以“群体”为对象的传统医学诊断误差大、用药

非精准以及医疗资源浪费大的难题，是具有颠覆性

的医学新模式。精准医学能否有助于提升创伤救

治水平？为回答此问题，第 ２２７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以“精准医学与创伤救治”为主题，结合创伤医

学和精准医学发展现状，探讨了创伤救治与精准医

学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建立创

伤精准医学的可能途径。本书汇总了与会专家的

主要观点和研究硕果，较系统地反映了本次论坛所

涉及的主要议题。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可供创伤医学和相关学科医师参考，也可作

为创伤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深部矿产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８７１１４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深部开采是我国矿产资源开发面临的

迫切问题，也是今后保证我国矿产资源供给的主要

途径。深部高地应力、高岩温、高井深和强开采扰

动给开采安全与资源回收造成很大困难。为了解

决深部开采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实现深部矿产

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必须广泛吸收各学科的高

新技术，开拓先进的、非传统的采矿工艺和技术，创

造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全程本质安全的采矿模

式。为了推动相关问题的系统、创新研究，并给广

大研究者提供一个高层次、高水平的交流、研讨平

台，中国工程院主办了第 ２３４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并将论坛的 ５０篇优秀论文收入本书，内容涉及
深部高应力条件下开采动力灾害的预测与防控、深

井采场高温环境控制与降温治理、深井超大负荷提

升技术与装置、适应深部需要的传统采矿模式与技

术工艺变革、深井遥控智能化无人采矿等深部开采

关键问题和技术创新研究的思路与研究成果。本

书将对进一步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实用性创新研究

具有引领作用。

工程方法论前沿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８４２７４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第 ２２３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工程方法论
前沿”于 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２８日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
是中国工程院“工程方法论研究”重点咨询项目两

年来的研究成果的第一次框架性地系统展示。此

次研讨基于工程本体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论、
工程演化论的研究成果，聚焦于工程方法论前沿，

从哲学高度总结和交流工程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

果，考察和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国若干重大工程建设

中的新成就和新认识，以期依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建立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内容丰富、特

色鲜明、现实感强烈的工程方法论体系，为丰富生动

的工程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方法论指导。论坛报告分

为“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两部分，分别由孙永福

院士和王安院士主持。殷瑞钰、何正文、栾恩杰等十

二位院士和专家先后进行了精彩的报告，展示了两

年来“工程方法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大会

报告的内容包括了工程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工程方

法论相关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方

法论以及行业性、专业性的工程方法论等。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可供工程界、工程哲学界、工程管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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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和有关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

中国爆破新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８９６９９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基于第 ２３３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爆
破新理论、新技术与创新成果暨第十一届中国爆破

行业学术会议征集论文整理编辑而成。书中收录

了近年来我国爆破领域的优秀学术论文 ５３篇，涵
盖了综述与爆破理论，岩土爆破与水下爆破，拆除

爆破，爆炸加工、油气井爆破与二氧化碳相变膨胀

致裂技术，爆破器材与装备，爆破测试技术，爆破安

全与管理七个方面。内容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爆破

行业在爆破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特别

是爆破器材与装备、数字化爆破技术、爆破模拟技

术、油气井爆破技术、爆炸加工新技术、深部地下采

矿技术和微振测试技术以及示踪安检技术等的研

发与应用方面取得的进步与发展。

本书可供爆破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

科研、教学和管理人员参考阅读。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９０４３５

作　　者：中国工程院教育
委员会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由中国工程院教育
委员会组织编写，是我国第一部以工程教育为主题

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每年出版一本，本书是第五册

年度报告。本书由专题报告、数据资料和工程教育

大事记三部分组成。其中，专题报告都是在中国工

程院院士领衔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数据资

料和大事记则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教育部、中国工程院、科技部官网和

国内主流媒体网站，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

组织的统计网站。因此，本书具有权威性和资料性

的特点。

本书涵盖的学科范围以传统工科为主，同时也

包括农科、医科等与工科有相似特点和内涵的学

科。本书可为上述学科领域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提

供参考，并为广大教师和学生，以及关心工程教育

和农科、医科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所需要的

信息。

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与发展

展望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９０３９８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１８—１９日，由中国工程院
主办、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承办、全球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协办的第 ２４６场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是中国工程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

国倡议精神，首次围绕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召开的

一次高端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院士和专家围绕

事关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性、前瞻性问题，

深入研讨了全球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发展、化石

能源清洁化、现代能源系统建设等战略问题，特高

压输电、柔性直流输电、智能电网、储能、电动汽车

等关键技术，以及能源、交通、信息等网络融合发展

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论坛期间同时召开了主题分

别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全

球能源互联网和我们”的两个分论坛，针对跨洲跨

国电网互联、智能电网技术、清洁能源新技术及应

用、新型储能与电能替代、新材料与器件、先进输电

装备与系统、智能电网与信息通信、能源政策与标

准等专业方向展开热烈讨论。发展全球能源互联

网是实施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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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重要举措，将引领中国工程科技实现创新，

为促进世界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本书适合能源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以

及高等院校的师生阅读。

草地农业与农业结构调整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２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２０１６年 ９月，中国工程院第 ２３０场中国
工程科技论坛———草地农业与农业结构调整在兰

州召开。来自草业及相关领域的 １６０余位专家围
绕“草地农业，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主题对我

国农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其

中 １９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本次论坛对我国草地
农业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方向及关键性的科学和

实践问题进行了凝练，并提出了诸多的建议措施。

本书收录了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和报告专家的发

言稿，集中反映了本次论坛的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

共识。

本书可供草业科技工作者及相关的工程技术

人员与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草学专业本科与研

究生的参考书。

心如秋水水如天———韫辉诗词百首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９１６８５

作　　者：王玉明
出版时间：２０１８年 ２月
定　　价：５８．００元

　　王玉明，机械设计及理论专家。１９４１年生于
吉林省梨树县，１９６５年清华大学六年制本科毕业。
２００３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作为第一发明

人和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３项、省部级科技奖 ８项；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５４
项、美国发明专利 ２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１００余
篇。２０１５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技成就奖。业
余爱好诗词、摄影、书法等，已有两本诗集和一本影

集出版发行。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楹联学会顾

问，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荷塘诗社首任

社长。别号韫辉（叶嘉莹先生所赐）。本书收入王

玉明院士诗词新作 １１０首，旧作新改及其他约 １９０
首，古体诗词、新诗均有收录，各兼其美，足见才华。

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逐一点评，是诗歌爱好者、文

学爱好者的学习欣赏的好作品。

诗经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５８８４４

作　　者：向熹
出版时间：２００９年 ６月
定　　价：９８．００元

　　本书由著名语言学家向熹先生精心译注，获得
２０１０年世界最美的书称号。《诗经》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期（公元前 １１世
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 ６世纪）约 ５００年间的 ３０５
篇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汉代以后成为儒

家经典。每篇除原诗之外，还包括题解、今译、注

释、韵读四项内容，便于读者更贴切地感受和理解

这部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本书凝聚译注者数十

年学养积淀，展现了向先生严谨的学风和不老的童

心，译注深入浅出，要言不繁，是一部经得住历史考

验的《诗经》经典普及读本。书籍装帧设计是本书

一大特色，集端庄、简洁、朴素与精美于一身，获得

世界图书装帧设计界的最高荣誉世界最美的书称

号，体现了传统文学经典与现代书籍设计的完美融

合。本书可作为普及传统文化、研究和学习诗经以

及休闲阅读的经典普及型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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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与《兰亭序》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３３７４２

作　　者：喻革良
出版时间：２００７年 １２日
定　　价：１００．００元

　　在中外书写史上，１６００多年以前的王羲之书
写的《兰亭序》是非常伟大而珍贵的“天下第一行

书”。该书介绍了《兰亭序》的产生经过，王羲之的

生平及艺术成就，历代帝王及名家对王羲之书法的

推荐。对历史上对《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作了

简介。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４１８３

作　　者：中国工程院教育
委员会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２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工程教育为主题的年度
报告，每年连续出版。本书由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

会组织编写。《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主要
收录了中国工程院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委托完成的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情况

的中期评估报告，集中反映了我国高校以“卓越计

划”为引导，开展教学改革的情况，还包括重要文

献、资料和数据、大事记等。本书可为工程教育的

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并为广大工科教师和学

生、关心工程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所需要的

信息。

能源与矿业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９１２０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自 ２０００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至
今，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与矿业工程领域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２０１４年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能源与矿业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邀请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剖析

了能源与矿业工程科技的热点问题，分享了最新的

科技资讯，探索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应对未来的

挑战聚集智慧。报告内容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核电、

快堆、广域电磁法、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新进展、海

洋钻井安全、我国金属矿业技术发展面临的挑战、

我国煤炭科学开采与技术变革、我国清洁煤发电技

术等。

本书中的论述和分析，对于从事能源与矿业工

程研究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研究生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转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９１１３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３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２０１４年 ６月 ２—３日，以“工程科技和人类未
来”为 主 题 的 ２０１４年 国 际 工 程 科 技 大 会
（ＩＣＥＳＴ２０１４）于北京召开。本届大会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和中国工

程院联合举办，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承办了其

中一场分会，主题为“转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

本书是该分会的专家报告汇总，分“转化医学与人

类健康未来”高端论坛综述、疾病防控、药物研发、

再生医学等 ４个学术单元，共有 ９个专题报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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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荷兰、印度等学界领军人物，以及中国工程

院院士以国际视角，围绕单元主题，交流了转化医

学不同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进展及国内外先进的

管理经验，共同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化医学发

展模式。“转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分会聚焦如

何推进转化医学的发展，已成为引导转化医学学科

前沿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丛书之一，荟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转

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相关医学领域所开展的工

作及前沿的学术思考，观点高瞻远瞩，论述清晰。

本书可供医药卫生领域专家学者、产业界人士参

阅，也可作为各层次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

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与合作：机遇、挑

战和使命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６６２８７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丛书之一。工程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工程科技事业的发展与创新

离不开工程科技人才，更离不开培养工程科技人才

的工程教育。国际工程教育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工

程教育知名的专家学者和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官员，

围绕“国际工程教育”的主题，从组织或个人的角

度就工程科技人才成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

全面深入的论述和探讨。本次论坛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批准中国的国际工程教育中心
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论坛，为今后

与 ＵＮＥＳＣＯ开展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合作创造了
良好的开端。

本书的主要阅读对象为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从事工程教育的科研人员、

教师以及在校研究生和大学生。

智能电网的挑战与研发机遇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４５１０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３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电网必须改革，以整合可再生能源，改善效率
与供电可靠性，并加强网络安全。这一使命将由智

能电网来完成。当前，智能电网已成为我国的重要

发展战略。但智能电网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涉及众多的基本理念。在智能电网发展的各个阶

段，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直到开发、示范

和运行都会出现障碍。为明确智能电网所面临的

关键挑战与研发机遇，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２０１５年在中国天津召开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智能电网的挑战与研发机遇研讨会。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日本、比利时、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近 ２０名知名专家学者作论坛主题
报告，就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挑战与研发机遇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本书涵盖了智能电网的

基本理念、架构、发展概述和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学

术论文及与会专家的报告。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丛书之一，是一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专著，可供智能电网等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阅。

工程结构创新与发展暨结构模态测

试与应用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７４２１３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７年 ５月
定　　价：８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丛书之一。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５—１６日，由
中国工程院和重庆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工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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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工程结构创新与发展暨结构模

态测试与应用”在重庆举办。本论坛结合中国工程

院“中国工程科技 ２０３５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的相
关内容，针对我国工程结构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专

题研讨，依据土木工程领域国内外院士和知名专家

的相关成果与建议提出了我国工程结构未来发展

的对策。本书可供土木工程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

程师参阅。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１１６２１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定　　价：１６０．００元

　　本书为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３年“国际工程科技发展
战略高端论坛”———“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论

坛专题相对应的出版物。论坛下设五个议题：国际化

背景和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当代建筑设计；全球化语境

下的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现代建筑；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的当代建

筑设计；创作环境与中国当代建筑设计。该论坛的特

邀嘉宾包括两院院士、知名建筑学者、工作在建筑设

计一线的建筑师，以及建设管理层面的相关人士，他

们从多方位的视角，解析了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现状，

探讨了中国建筑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１）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３０８２

作　　者：中国工程院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６月
定　　价：５００．００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型系列画册以纪实环境
肖像摄影之方法，记录院士群体的科技工作实况，

配以院士亲笔寄语和中英文简介等内容，是我国杰

出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纪实和珍贵史料。院士手迹

或恣肆雄放，或敦朴古拙，或秀美圆润，映射出他们

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率真的生活情趣，反映出他们对

科学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奉献精神。《中国工程院院

士》自 １９９６年开始出版，迄今已出版 １１卷，收入了
２０１４年以前当选的全部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教育与现代化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４０２７

作　　者：朱高峰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４月
定　　价：８６．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文集”系列丛书之
一，为朱高峰院士应《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常务副

主编姜嘉乐建议，将多年来在参加各种研讨会、考

察、座谈中及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

表的报告、文稿整理而成，共分“教育”、“宏观经济

管理”、“工业”、“信息化”四部分。辩而不华，质而

不俚，既有“居高声自远”之澹泊意蕴，又有“大济

于苍生”之战略胸怀，斯人斯事、斯情斯志，令人阅

后难忘。

朱高峰 （１９３５．５．２７—），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
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市。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就
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８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
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曾任原邮电部

副部长、主任高级工程师。１９９４年起任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长期从事电信科研工作。六十年代至

七十年代，参与主持多个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

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的我国第一套中同轴

电缆 １８００路载波通信系统是我国载波通信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７８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特别是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 ４３８０路载波通
信系统，频带宽，技术难度大，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

路载波系统的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

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１９８５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八十年代倡议并组

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

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九十年代

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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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设我国 ２２条光缆主干线起了主导作用。为我
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近年来在紧密

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

构发展制造业，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１９９４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球形玻璃质材料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４０５８

作　　者：彭寿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５月
定　　价：８９．００元

　　本书以作者承担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高性能空
心玻璃微珠的开发”及多年来在球形玻璃质材料开

发方面的科研和设计、生产实践成果为基础，系统、

全面地总结了球形玻璃质材料在开发、生产和应用

中的最新成果，介绍了各种球形玻璃质材料的概

念、性能、研究和开发成果、应用领域及其发展方

向。主要内容包括球形玻璃质材料的生产工艺及

成形设备，道路标线用玻璃微珠、高折射率玻璃微

珠、空心玻璃微珠、多空玻璃微珠、球形熔融石英粉

等的制造方法和应用，其中许多都已应用于工业生

产中。

本书可供玻璃新材料行业的科研、设计、生产

人员参考，同时也可作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本科

生、研究生教材。

动物营养与养殖环境控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７８２８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８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精选了第 ２０８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的报

告，专家们围绕着畜禽营养的调控、养殖环境的控

制和畜牧业生态高值化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我国畜禽养殖业与环境和谐

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基础

上，开发非粮型饲料、改善畜禽养殖生产环境、科学

有效地防控疫病，并且进一步通过营养调控手段提

高畜禽的生产效率。

本书学术性强、与国家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紧

密相关，针对目前畜禽业的热点、难点展开学术交

流和探讨，具有较高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应用性。

可供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使用，也可

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防震减灾新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９９７６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４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防震减灾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与时代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体现。由中国工程院、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广州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１９９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暨第八届全国防震减灾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１８—２０日在广州召开。论坛的主题
为“防震减灾新技术与新发展”，研讨内容主要包

括：震害调查、分析与经验总结，震后结构性能评估

与加固改造，地震地面运动与场地影响，结构地震

反应分析及抗震设计与试验方法，结构减震控制，

结构抗灾性能与发展方向，建筑结构、桥梁结构、隧

道结构、高耸结构、水工建筑结构和核电厂结构等

新型抗震结构与体系，山地建筑工程抗震与防灾对

策，岩土地震工程与地下工程抗震防灾，土动力学

与岩土地震工程，高新技术在工程防震减灾中的应

用，地震应急救灾与恢复重建，城市与村镇综合防

震与减灾。本次论坛对目前防震减灾领域面临的

关键问题和挑战开展了深入交流和广泛讨论，论坛

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将为减轻世界地震灾害损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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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可供土木建筑、水利工程、海洋工程、工程

力学等有关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

智慧医疗与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４８７２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相关部署，中国工程院围绕医改的重点

和难点组织开展“全民健康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重大战略课题研究，其中“医疗机构与卫生资源配

置”研究是主攻方向。为此，以“智慧医疗与医疗

资源配置”为主题，举办了 ２０１５年第 ２０９场中国工
程科技论坛，并形成专家报告集，深化了对医学的

理论认知，指明了“互联网＋”时代医改的方向。全
书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论坛的基本

情况和与会院士、专家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收录

了与会院士的发言报告，对医学与科学、大数据应

用、中国医疗体系建设、医学创新变革等方面做了

深入浅出的阐述和真知灼见。第三部分吸纳了专

家的主题报告，分享了初级诊疗、分级诊疗、过度医

疗的伦理学、德国医疗改革经验、合肥市第一人民

医院发展历程等领域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第

四部分采用了研究人员的专题报告，分别对分级诊

疗、绩效评价、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信息化建设、中

医学科建设、公共健康、穿戴设备、医用机器人等方

向做了前瞻性研究。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科技论坛”

丛书之一，荟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医疗哲学与管

理领域前沿研究的观点。本书可供医疗管理方面

专家学者参阅，也可作为医疗管理研究生参考

用书。

中国及全球食品安全现状、未来发

展趋势及应对策略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３７１４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中国及全球食品安全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
应对策略”是中国工程院第 ２１１场中国工程科技论
坛———中国食品安全高端论坛的论坛主题。论坛

汇聚了中国食品产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深入

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未来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形成了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共识。目

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势头正得到初步遏

制，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也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但

是，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短

期内还难以实现全面有效控制。另外，我国食品安

全问题日趋复杂，包括我国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

殊问题，以及来自世界范围内疫病疫情等全球性

挑战。

本书是“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从书”之一，全书

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论坛进行概括总结，第二

部分是国内外专家报告汇总。本书对中国食品安

全研究和管理相关政府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可供从事食品生产、科研、教育的大专院校师

生以及社会公众等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发展

做参考。

海洋强国建设重点工程发展战略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７４４５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１３—１４日，由中国工
程院主办，无锡市政府支持，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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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研究所、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共同承办的“中国工

程院第 ２１６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海洋强国建
设重点工程发展战略”会议上交流发表的论文报告

基础上，经过筛选编辑而成。全书共分综述和六个

专题。专题领域一：海洋观测与信息技术；专题领

域二：绿色船舶与深海装备技术；专题领域三：海上

致密油气田开发技术；专题领域四：极地海洋生物

资源开发；专题领域五：我国重要河口与三角洲生

态环境保护；专题领域六：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丛书之

一。可供海洋工程装备与科技相关的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以及从事海洋工程与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

行政管理工作者、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工作者等参考

使用。

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及其科学防治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４４７５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煤炭在未来几十年内是我国能源的消费主体。
随着煤炭开采深度的持续增加，煤与瓦斯突出动力

灾害已成为深部煤炭资源安全开采所必须面临的

重大挑战。煤与瓦斯突出及其科学防治成为我国

高瓦斯矿井安全生产亟待突破的关键科学难题，也

是煤炭开采、矿业工程领域的重大技术挑战和前沿

热点问题之一。“第 ２０２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
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及其科学防治暨国际煤岩动力

灾害防治科学与技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５—６
日在徐州举行。论坛以大会特邀报告的形式，广邀

国内外煤矿瓦斯治理、岩石力学、岩土工程、矿山地

球物理领域的院士和知名专家作了近 ３０场高水平
学术报告。围绕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煤与瓦斯突出、

煤岩动力灾害防治等问题开展了多方位、多角度的

战略性与前瞻性主题研讨，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与融

合探求矿山煤岩动力灾害孕育演化机理研究与监

测预警技术攻关方略，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煤炭开采

中面临的煤岩动力灾害预测预报、风险评估、科学

防治的新发展，引领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自主

创新与突破。本次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取得的成果，

确定了未来深部开采条件下煤岩动力灾害防治领

域发展的重点方向，凝练了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

压、岩爆等煤矿动力灾害防治领域需要重点开展的

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本书为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

科技论坛”系列丛书之一，书中所展示的前沿学术

动态和科技成果，将为引领并推动煤岩动力灾害的

预测预报及防治技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可供从

事煤矿安全、煤岩动力灾害防治的研究人员、设计

及生产单位从事矿山灾害防治的高级工程师阅读，

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中国盐湖产业的绿色发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５７４７６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８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盐类涉及以锂、钾及盐碱地为代表的战略矿产
和土地资源，盐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新能源

产业、农业粮食安全等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盐类产

业已经出现了发展不足的问题，本次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中国盐类工程科技中青年研讨会”的召

开，对于促进我国盐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次论坛以“中国盐类工程科技的机遇、挑战、

发展”为主题，围绕盐类地质、资源调查研究与油盐

兼探，盐类化学化工，盐类矿山、采选、工业设计，盐

类产业战略，盐湖生物与盐湖农业等 ５个专题展开
讨论，呈现了我国盐类产业战略态势，阐述了我国

盐类产业面临的诸多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国中

青年专家在钾、锂、硼战略矿产的勘察，高镁锂比卤

水提锂，稀释成硼，锂、钾产业化工业设计、盐湖农

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同时也认识到，需要进一

步加强产学研合作，需要国家政策引导、项目支持

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盐类产业面临的诸如钾战略储

备不足、锂生产不足、盐湖毗邻湿地、盐碱地绿色利

用等挑战。

本书系“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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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本次中青年研讨会的主要发言内容，可为盐

类产业领域科技工作者提供参考。

重化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与实践探索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０８２９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６年 ５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我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仍然大而不强，高投入、高消

耗，资源与环境恶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的

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因此，工业行业

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是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年“重化工业空间布局
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科技论坛的专家

报告汇总。内容主要介绍了我国区域经济、产业发

展；典型重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基于污染物来源的

重化工行业布局合理性分析，以及我国典型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布局协调性评价方法等多

篇国内专家学者最新研究成果。从事相关领域科

研工作的高校师生、研究院所研究工作者、企业技

术人员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指导。

黏菌分类学及生态学研究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０２５７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黏菌是介于真菌和植物之间的一类特殊生物，
现被归在原生动物界。为了深入探究黏菌的奥秘

及展望今后的科研动态，２０１４年８月在吉林长春举
办了第 １８６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黏菌分类学
及生态学研究，与会嘉宾分别来自美国、英国、俄罗

斯、德国、中国、日本、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

印度、乌克兰、菲律宾，这些世界顶尖专家们围绕

“黏菌学———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的主题分别

进行了主题演讲和学术讨论。本书在对这些论坛

报告汇编整理基础上而成，内容丰富，涵盖了黏菌

的生态学、生物地理学、生物多样性、分类学、分子

系统学及生物学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及各位专家的

报告内容。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是一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专著，可供生物学、

菌物学和药学研究者和研究所参阅。

轻工重点行业环境友好型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４１１０９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近年来，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压力大等世
界性难题，成为制约传统行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

对轻工领域传统行业影响尤甚。轻工领域工程技

术总体发展趋势将会把“节约资源、实现循环发展；

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低碳发展；实施清洁生产、实

现污染物有效控制及开发未来新产品”等战略课

题，作为需研发和应用的工程技术的重点发展方

向。在未来的 １０～２０年间，致力于环境友好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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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发与推广，实现轻工业与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是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４年“轻工重点行业与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科技论坛的专家报告汇总。主要介

绍了造纸、皮革、食品、发酵、生物、轻化工程等行业

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最新的研发进展和成果。从

事轻工领域相关行业科研工作的高校师生、研究院

所研究工作者、企业技术人员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

的学术启发和指导。

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安全破

碎关键科学与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２４０４１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５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收录了中国工程院第 １８８场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安全破碎关键

科学与技术”论坛上交流的有关论文，共计 ６９篇，
分为爆破理论研究、爆炸合成新材料、爆炸复合新

技术、岩石破碎关键技术、爆破安全与爆破器材五

个主题，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在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

和岩石安全破碎关键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的研究

成果，对国内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安全破碎

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提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破

碎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大专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钛冶金及海绵钛发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３７８５０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５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书中主要介绍钛冶金和钛加工的最新

进展、难点和未来发展方向。重点对钛渣冶炼、海

绵钛生产技术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新的

钛冶金方法、钛冶金加工技术进行了阐述。本次论

坛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企业人士，对我国钛

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讨，指明了钛

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我国钛产业发展提出了科

学而有效的建议。

本书可供从事钛及钛合金生产和研究的科研

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于维汉传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４００８

作　　者：贾宏图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９月
定　　价：５６．００元

　　《于维汉传》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的
第一本传记，讲述我国著名地方病学专家于维汉院

士的大医人生。

于维汉（１９２２．１．２８—２０１０．１１．１７），地方病学专
家。辽宁省大连市人。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国立满洲医
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名誉校长、教授。提出克山

病营养性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学说，并据此用大豆及

其制品预防克山病，使发病率明显降低，解决了克

山病的预防；提高克山病治愈率，急型治愈率由

３０％提高到 ９５％，慢型和亚急型 ５年死亡率由 ９０％
下降到 ２５％以下，解决了克山病的治疗；在克山病
营养性生物地球化学病因学说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现已进入分子水平研究阶段，并进一步证实克山病

发病与病区硒、蛋白质、锰和维生素 Ｅ等综合因素
有关。发表论文 ５０余篇，主编专著 ５部。１９９７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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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沛霖传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２６７０

作　　者：刘九如 唐静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７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罗沛霖传》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图
书之一，讲述了我国著名电子学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罗沛霖先生的传奇人生。

罗沛霖 （１９１３．１２．３０—２０１１．４．１７），电子学与信
息学家。天津市人。１９３５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１９５２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特荣誉级哲学博
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电

子工业部科技委前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前

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荣誉

理事，中国电子学会荣誉会员。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等八个院校名誉教授。中国工程院六个倡建人

之一。负责引进、建设并参与设计我国电子元件生

产的巨型企业华北无线电联合厂。指导并参与了

我国第一台超远程雷达和第一组大、中、小型系列

电子计算机联合研制的启动工作。对电子电路、无

线电话发射、雷达理论、电子计算机逻辑、电机电器

等均有创新成果。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美国 ＳｉｇｍａＸｉ会员和 ＩＥＥＥ（国际）终身特
级会员并被授 ＩＥＥＥ建会百年纪念勋章。获授
２０００年度中国工程科技奖。１９９４年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朵英贤自传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７５９０９

作　　者：朵英贤 曹占英
出版时间：２０１３年 ８月
定　　价：５９．００元

　　《朵英贤自传》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
的传记之一，是我国著名自动武器研制专家、“中国

枪王”朵英贤院士自传。

朵英贤 （１９３２．３．２７—）。甘肃省永靖县人。
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任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９８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１９９８年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合著 ２部，
专著 １部，发表论文 ３０多篇。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２３２３

作　　者：熊康宁 肖时珍 等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９月
定　　价：１２０．００元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研
究以及承担“中国丹霞－赤水提名地申报世界自然
遗产科技支撑”项目过程中，对世界自然遗产及赤

水丹霞景观研究的系统总结。本书按系统论思想，

从地理学的角度，将丹霞地貌研究与世界自然遗产

申报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运用地理比较法以及综合分析法，对世界遗产、

赤水丹霞景观的发育特征及其世界自然遗产价值

进行研究，并对其保护与管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

上提出赤水丹霞区基于世界遗产价值的科学考察

线路，具有很好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

本书可供世界遗产、地质、地貌、生物生态、美学、保

护管理、丹霞景观研究等方面的专家、科技人员、教

师、遗产地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相

关专业学生作为教材及参考书使用。

中国慢性病防治体系建设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８５１５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９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系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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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态势，根据 ２００８年我国居民死因调查结果，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占我国居民死因的 ８５％，已成为严
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政府

和各科研防治机构对此高度重视，积极从各方面开

展防控工作探索。中国工程院于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３
日，以“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交流，探索建立

中国特色的慢性病防控体系”为主题，举办了第

１５９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
瘤、慢阻肺、骨质疏松、精神疾病等常见多发的慢性

病入手，就进一步促进“防”与“治”的紧密结合，推

动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稳步有序开展，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慢性病防控新模式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经验

探讨。论坛邀请了国内慢性病防治领域著名的专

家学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当前我国各种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现状、进展、挑战和趋势。本书

将与会的院士、领导和专家在论坛上的精彩观点整

理成册，相信这些重要的观点和看法将会从理论、

实践两个方面，为整合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社会

团体、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探索构

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慢性病防治体系发挥重要的指

导作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轻工重点行业减排降耗技术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４０７１１２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８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丛书
之一。汇聚了我国轻工、食品领域著名的专家、学

者，以“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为主题，围绕轻工行

业减排降耗技术、创新性新兴技术、资源高值化利

用技术、食品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加工和储运技

术等轻工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覆盖了制浆造纸、

生物发酵、食品加工与检测、皮革化学、轻化工程等

轻工重点学科。

本书将对高校、研究院所、企业研发中心从事

相关科研开发的博士、硕士、技术人员起到学术指

导和引领作用。这些顶级专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

思想将为我国轻工重点行业早日实现产业转型和

升级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兽共患病防控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５７７８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７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由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至２４日，由中国工程
院主办、军事兽医研究所（解放军人兽共患病预防

控制中心）承办的第 １６６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
人兽共患病防控科技论坛会议上交流发表的论文

报告汇编而成。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综述，第二部分开

幕致辞，第三部分专家报告及专家简介。本书重点

研讨了面对禽流感、狂犬病、布鲁氏菌病、血吸虫病

等重大人兽共患病的严峻挑战，如何实现关口前

移，从源头上防控等热点问题。另外，本书还附有

主要专家简介、参会者名单等内容。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系列丛书之

一。可供在医学、动物医学、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学

等领域从事管理、科研及疾控工作人员参考。

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与养殖业可持续

发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３６３４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３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系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本书汇集了国内外水产养殖、水产遗传

育种、水产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行业主

管部门负责人以及水产龙头企业代表，以“水产种

业科技创新与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最新研

究成果报告，代表着相关工程科技领域最高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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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水平，是对产业发展趋势最深入的分析研究成

果。知名专家所展示的前沿学术成果将成为引领

水产种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为中国水产种业

乃至整个渔业提升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

本书将为各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

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参考

资料，有助于准确把握水产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领

域的科技发展趋势和国际学术前沿。

血栓与血管生物学前沿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７５７４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６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丛
书之一。书中重点介绍了血栓、出血和血管生物学

等诸多科学问题和学术热点的最新进展，在剖析血

栓、止血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学科局限、沟通薄弱

环节的基础上，就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深

度解析，探讨了血栓、出血和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及其防治措施。本次论坛汇聚了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的远见卓识，阐述了我国血栓、出血与血管疾

病的诊治现状，指明了本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方

向，并提出加强国内外医疗、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交

流的建议。

可供血栓与止血、心脑血管疾病领域相关医

生、专家、科研工作者阅读，以及医疗卫生行业主管

部门决策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基础和临床医

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参阅。

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２２６２０

作　　者：中国工程院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３月
定　　价：６０．００元

　　本书是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系列
丛书之一。本书以“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为主

题，内容涵盖了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探

索、环境和经济双重制约下淮河流域产业发展战

略、淮河流域城镇化问题与对策、淮河的形成及治

理过程以及淮河流域气象、农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

示范区等相关内容。本书希望能够为寻求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之道，促进区域转变发展模

式，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本书作者为国内高校、研究院所及企业单位的

院士、专家以及淮河流域豫、皖、苏地方的领导，本

书可供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战略制定学者、技

术人员、研究生阅读。

Ｋａｒ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Ｗｏｒｌｄ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Ｐｅａｋ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ａｖｅｓ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３８９０４

作　　者：卢耀如
出版时间：２０１２年 ７月
定　　价：４９９．００元

　　中国喀斯特（岩溶）分布广泛，类型众多，奇峰
异洞的世界、五彩缤纷、雄伟壮丽、光彩夺目，令人

神往，展示自然的奥秘伟大。喀斯特在中国，与各

项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本书是作

者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喀斯特的发育规律与理论的

总结，也反映与概括了中国喀斯特地区有关水资源

与水利建设、铁道与交通建设、矿产资源开采、有关

能源开发和农业发展的地质生态环境与石漠化治

理的成就，以及建设的工程效应。从科学发展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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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喀斯特地区资源性条件的开发基础上，书中

也从地壳四个圈层运动上，探讨了有关地质灾害与

自然界中的灾害链问题，并提出了有关防治的理

念。本书客观、真实的照片，配以科学性的图表成

果和科学的文字论述，体现出研究与普及、科学与

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书分五部分，第一部

分喀斯特类型的成因基础；第二部分喀斯特洞穴与

奥秘地下世界；第三部分喀斯特作用过程与发育机

理；第四部分喀斯特环境演化与建设效应；第五部

分喀斯特分区与发育规律。本书共有照片四百多

张，五幅全国性图件、百多张科学图表与文字说明。

卢耀如（１９３１．５．１—），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
环境地质学家。福建省福州市人。１９５３年毕业于
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

教授。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建立

了岩溶发育与工程环境效应系统理论，参与实践及

指导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镇工程勘测研究，

如：负责查明官厅水库渗漏塌陷；南津关坝区勘测

研究，为三峡工程选坝提供论据；指导长江、黄河和

珠江等流域上水利水电枢纽，如乌江渡水电站及铁

道长隧洞等许多大型工程勘测、研究与基础处理工

作，取得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效益。提出地质生态环

境新认识，为西南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

献。积极研究地质灾害，为防灾兴利提供决策依

据。曾为援外大型工程高级专家，并在欧美及港台

地区讲学。由于在岩溶（喀斯特）研究上贡献，被

国内外学者誉称“喀斯特卢”），曾获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荣誉奖。发表论文 ９０多篇，出版图书 １０本及
图系一套。１９９７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万里春秋———中国工程院院士摄影

作品集
书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９７０４８

作　　者：中 国 工 程 院 办
公厅

出版时间：２０１４年 ６月
定　　价：４００．００元

　　本书是 ２０１４年为庆祝中国工程院建院 ２０周
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书画社组织征集院士摄影作

品编撰出版的摄影作品集。本书读者对象是全体

院士及喜欢摄影艺术的读者及科技工作者。作品

集共收录了 ３６位院士的 ２６０余幅摄影作品，体现
了高端工程科技工作者的人文情趣和审美意境，适

合喜欢摄影艺术的读者及科技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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