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 学术著作

数学、统计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微积分学教程 （第一卷）
（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茨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积分学教程 （第二卷）
（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茨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积分学教程 （第三卷）
（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茨 ５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原理 （第一卷）
（第 ９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茨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原理 （第二卷）
（第 ９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茨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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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 ７ 版） В． А． 卓里奇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第二卷）（第 ７ 版） В． А． 卓里奇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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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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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析讲义（第 ３ 版） Г． И． 阿黑波夫 等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习题集（根据俄文 ２０１０
年版翻译） Б． П． 吉米多维奇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工科数学分析习题集 （根据 ２００６
年俄文版翻译） Б． П． 吉米多维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一册）

沐定夷、谢惠民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二册）

谢惠民、沐定夷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三册）

谢惠民、沐定夷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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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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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函数论与泛函分析初步
（第 ７ 版）

А． Н． 柯尔莫戈洛
夫 等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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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变函数论方法 （第 ６ 版） М． А． 拉夫连季耶
夫 等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常微分方程 （第 ６ 版） Л． С． 庞特里亚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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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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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摄动方程解的渐近展开 А． Б． 瓦西里耶娃 等 ３４．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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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数学引论 （第一卷）
基础代数 （第 ２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引论 （第二卷）
线性代数 （第 ３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４４．１０ ２００７．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引论 （第三卷）
基本结构 （第 ２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习题集 А． И． 柯斯特利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值方法 （第 ５ 版） Н． С． 巴赫瓦洛夫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一卷） 几何曲面、变换群与场
（第 ５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４８．１０ ２００６．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二卷） 流形上的几何与拓扑
（第 ５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４１．１０ ２００７．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三卷） 同调论引论 （第 ２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４５．８０ ２００７．０４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简明教程
А． С． 米先柯、А． Т．
福明柯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分几何与拓扑学习题集
（第 ２ 版）

А． С． 米先柯、А． Т．
福明柯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 （第一卷）
（修订和补充第三版） А． Н． 施利亚耶夫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 （第二卷）
（修订和补充第三版） А． Н． 施利亚耶夫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论习题集 А． Н． 施利亚耶夫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过程论 А． В． 布林斯基 等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金融数学基础 （第一卷）
事实和模型

А． Н． 施利亚耶夫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金融数学基础 （第二卷）
理论

А． Н． 施利亚耶夫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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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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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力学习题集 （第 ５０ 版） И． В． 密歇尔斯基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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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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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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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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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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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选译

图说几何（第二版） Ａｒｓｅｎｉｙ Ａｋｏｐｙａｎ 著，
姜子麟，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分析与代数原理 （及数论）
（第一卷）（第 ２ 版）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ｌｍｅｚ 著，
胥鸣伟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分析与代数原理 （及数论）
（第二卷）（第 ２ 版）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ｌｍｅｚ 著，
胥鸣伟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７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完全集与三角级数
Ｊ． － Ｐ． Ｋａｈａｎｅ， Ｒ．
Ｓａｌｅｍ 著， 姚 家 燕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ｐ 进约化群表示论 Ｄａｖｉｄ Ｒｅｎａｒｄ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有限群讲义
Ｊ．－Ｐ． 塞尔 著，
于品、黎嘉荣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线性与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下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著， 秦铁虎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线性与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上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著，
秦铁虎、童裕孙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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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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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系统的精确能控性、摄动和
镇定 （第一卷） 精确能控性

Ｊ．－Ｌ． 利翁斯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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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与位势 （第 Ｉ 卷） 可测空间
Ｃ． 德拉歇利、
Ｐ．－Ａ． 梅耶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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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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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分几何：流形、曲线和曲面
Ｍ． 贝尔热、
Ｂ． 戈斯丢 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拓扑学教程———拓扑空间和距离
空间、数值函数、拓扑向量空间

Ｇ． 肖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微分学 Ｈ． 嘉当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拟微分算子和 Ｎａｓｈ－Ｍｏｓｅｒ 定理
Ｓ． 阿里纳克、
Ｐ． 热拉尔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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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试题
及解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丘成桐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泛函分析 ［日］吉田耕作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０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算法理论：格、数域、曲线和
密码学

Ｊ． Ｐ． Ｂｕｈｌｅｒ 等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流形上的热核和分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ｉｇｏｒ’ｙａｎ
著，林勇、倪天佳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现代动力系统理论导论（第二卷） Ｋａｔｏｋ，Ｈａｓｓｅｌｂｌａｔｔ 著，
金成桴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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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二阶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第二版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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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代数几何学原理Ⅱ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ｏｔｈｅｎｄ⁃
ｉｅｃｋ 著 周健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代数几何学原理Ⅰ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ｏｔｈｅｎｄ⁃
ｉｅｃｋ 著 周健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微分几何讲义（修订版） 丘成桐，孙璟察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黎曼全集（第二卷） 黎曼 著，李培廉 译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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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压缩流与欧拉方程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 缪爽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Ｒｉｃｃｉ 流与球定理
Ｓｉｍｏｎ Ｂｒｅｎｄｌｅ 著，
顾会玲 张珠洪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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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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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论———从汉穆拉比到勒让德的
历史导引

Ａ． 外尔 著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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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获奖
论文集

丘成桐 主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莫斯科智力游戏———３５９ 道数学
趣味题

Б． А． 柯尔捷姆斯
基 著

２４．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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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著名几何问题及其解法：
尺规作图的历史

Ｂ． 波尔德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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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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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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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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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学 （第 ２ 版） Ｅ． Ｈ． Ｌｉｅｂ，
Ｍ． Ｌｏｓｓ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基础偏微分方程
Ｄ．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
Ｇ． Ｃｓｏｒｄａｓ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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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５．０７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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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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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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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平面代数曲线 Ｇｅｒ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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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扑学导论 Ｖ． Ａ． 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可计算函数
Ａ． Ｓｈｅｎ， Ｎ． Ｋ．
Ｖｅｒｅｓｈｃｈａｎｇｉｎ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集合论基础 Ａ． Ｓｈｅｎ 等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动力系统引论 Ｍ． Ｂｒｉｎ 等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大学生数学图
书馆

代数学方法（第一卷）基础架构 李文威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１ 现代数学基础

基础代数学讲义 章璞、吴泉水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现代数学基础

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Ｈｉｂｅｒｔ 空间上的广义逆算子与
Ｆｒｅｄｈｏｌｍ 算子

海国君、阿拉坦仓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现代数学基础

流形上的几何与分析 张伟平、冯惠涛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 现代数学基础

模糊计算中的数值方法 修东斌、周涛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调和分析及其应用讲义 苗长兴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拓扑空间和线性拓扑空间中的
反例

汪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现代数学基础

非线性泛函分析 袁荣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紧黎曼曲面引论
伍鸿熙、吕以辇、
李周欣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拟线性椭圆方程的现代变分方法
沈尧天、王友军、
李周欣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现代数学基础

调和分析 林钦诚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数论 黎景辉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刘宪高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数学分析中的问题的反例 汪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编码与密码 许以超，马松雅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学 （下） 修订版
莫宗坚、蓝以中、
赵春来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学 （上） 第二版
莫宗坚、蓝以中、
赵春来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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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的估计基础
潘承洞、于秀源、
展涛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微分动力系统 文兰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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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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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高等线性代数学
黎景辉、白正简、
周国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黎曼几何初步
伍鸿熙 沈纯理
虞言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古典几何学
项武义、王申怀、
潘养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李群讲义
项武义、侯自新、
孟道骥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格论导引 方捷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旋量代数与李群、李代数 戴建生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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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扑线性空间与算子谱理论 刘培德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泛函分析中的反例 汪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中的反例 汪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李代数 （第二版） 万哲先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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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伯列夫空间 王明新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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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论基础
潘承洞 著，展涛、
刘建亚 校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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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数学的新方法 蒋耀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现代数学基础

多复变函数论
萧荫堂、陈志华、
钟家庆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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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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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正常算子解析理论 夏道行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复变函数专题选讲
余家荣、路见可
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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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表示论 丘维声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极小曲面讲义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ｏ Ｘａｖｉｅｒ，
潮小李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变分学讲义 张恭庆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矩阵计算六讲 徐树方、钱江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多项式代数 王东明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控制论中的矩阵计算 徐树方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几何与拓扑的概念导引 古志鸣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现代数学基础

偏微分方程 孔德兴 ４５．３０ ２０１０．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极限理论及其在随机结构中
的应用

苏淳、冯群强、
刘杰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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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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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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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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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论 （第二卷）
——— 岩泽理论和自守形式

黑川信重 等 著，
印林生、胥鸣伟 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数论 （第一卷）
——— Ｆｅｒｍａｔ 的梦想和类域论

加藤和也 等 著，
印林生、胥鸣伟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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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微分几何初步 （第三版） 沈一兵 著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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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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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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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统计
茆诗松、汤银才、
王玲玲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现代数学基础

矩阵论 詹兴致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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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概率论及其应用 胡迪鹤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 （第二版） 程民德、邓东皋、
龙瑞麟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应用偏微分方程讲义
姜礼尚、孔德兴、
陈志浩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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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积分习题与解答 方源、王元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微积分（上） 方源、王元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微积分 （下） 方源、王元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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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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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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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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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可夫过程及其应用：
算法，基因，网络与金融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Ｐａｒｄｏｕｘ 著，
许明宇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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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设计的统计方法 尹国圣，石昊伦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数理统计 邵军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随机场： 分析与综合
（修订扩展版）

Ｅｒｉｋ Ｖａｎｍａｒｃｋｅ 著，
陈朝晖、范文亮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高等统计学概论 赵林城、王占锋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统计思维与艺术：统计学入门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Ｙａｋｉｒ 著，
徐西勒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诊断医学中的统计学方法
周晓华 著，李康、
侯艳宇、传华 等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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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极点对称模态分解方法———数据
分析与科学探索的新途径

王金良 李宗军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Ｒ 软件教程与统计分析———入门
到精通

唐年胜、李启寨、
潘东东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生物数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
唐守正、李勇、
符利勇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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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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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高等计量经济学基础 缪柏其、叶五一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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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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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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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维统计分析
白志东、郑术蓉、
姜丹丹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ＭＩＮＩＴＡＢ 软件入门
———最易学实用的统计分析教程

吴令云 等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结构方程模型：贝叶斯方法 李锡钦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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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
王济川、王小倩、
姜宝法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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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中的统计模型和方法
黎子良、邢海鹏 著，
姚沛沛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统计诊断
韦博成、林金官、
解锋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应用统计学丛
书

属性数据分析引论
Ａｌａｎ Ａｇｒｅｓｔｉ 著，
张淑梅、王睿、曾莉 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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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风险估值的数学模型与案例
分析

任学敏、魏嵬、
姜礼尚 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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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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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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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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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ｏｕｃｈａｕｄ 等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２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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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彦云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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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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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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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汉冀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３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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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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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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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组合数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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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问题与练习 （下册） ［匈］ Ｌáｓｚｌó Ｌｏｖáｓｚ
著，李学良、史学堂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３ 组合数学丛书

图论 （第四版）
［德］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Ｄｉｅｓｔｅｌ 著，于青林、
王涛、王光辉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组合数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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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组合数学丛书

图的因子和匹配可扩性 于青林、刘桂真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组合数学丛书

Ｇｒａｐ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ｓ 图的因子和匹配可扩性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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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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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数组合学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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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组合数学丛书

地图的代数原理 刘彦佩 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组合数学丛书

超图的理论基础 王建方 著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７ 组合数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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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似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堵丁柱、葛可一、
胡晓东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算法演化论 王能超 著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近似算法 （翻译版）
Ｖｉｊａｙ Ｖ． Ｖａｚｉｒａｎｉ 著，
郭效江、方奇志、
农庆琴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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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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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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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复杂性导论
堵丁柱、葛可一、
王杰

５３．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多层统计分析模型－方法与应用 王济川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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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不等式简介：基本理论、数值
分析及应用

韩渭敏、程哓良
编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５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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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时间序列 ——— 建模、预报
及应用

范剑青、姚琦伟 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拟阵论 赖红建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２．０７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Ｇｒｏｍｏｖ 眼中的数学和数学家 Ｍ． Ｇｒｏｍｏ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 科学素养丛书

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ｓ 和他的数学世界 Ｒ． Ｐ． 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ｓ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一张数学请帖： 从竞赛到研究
Ｄ．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
Ｍ Ｌａｃｋｍａｎｎ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杨振宁的科学世界：数学与物理
的交融

季理真，林开亮 著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科学素养丛书

代数的历史
Ｂ． 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ｅｒｄｅｎ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 科学素养丛书

科学的觉醒
Ｂ． 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ｅｒｄｅｎ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简史（第四版） Ｄ． Ｊ． Ｓｔｒｕｉｋ 著，
胡滨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杂谈
高木贞治 著，
高明芝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妙思统计 （第 ４ 版） Ｕｒｉ Ｂｒａｍ 著，
彭英之 译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欣赏———论数与形 左平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
Ｇ． Ｍ． Ｚｉｅｇｌｅｒ 等著，
丘予嘉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天书中的证明 （第五版） Ｍ． Ａｉｇｎｅｒ，
Ｇ． Ｍ． Ｚｉｅｇｌｅｒ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数之书 蔡天新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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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数之乐
Ｔ． Ｗ． Ｋｏｒｎｅｒ 著，
涂泓 译，冯承天 译校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 Ｉ Ｊ． Ｒ． 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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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函分析史
迪厄多内 著，
曲安京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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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的世界 ＩＩ Ｊ． Ｒ． 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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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的世界 ＩＶ Ｊ． Ｒ． 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 Ｖ Ｊ． Ｒ． 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 ＶＩ Ｊ． Ｒ． 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圆与球
Ｗ． 布拉施克 著，
苏步青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代数基本概念 Ｓｈａｆａｒｅｖｉｃｈ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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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艺术·几何 Ｍ． 吉卡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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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 И． 阿诺尔德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直观几何 （下册）
附亚历山德罗夫的拓扑学基本概念

Ｄ． 希尔伯特、
Ｓ． 康福森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直观几何 （上册）
附季理真代译序

Ｄ． 希尔伯特、
Ｓ． 康福森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Ｌｉｔｔｌｅｗｏｏｄ 数学随笔集 Ｊ． Ｅ． 李特尔伍德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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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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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之英文写作 汤涛、丁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智者的困惑： 混沌分形漫谈 丁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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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者———数学探秘之旅 Ｊ．－Ｆ． Ｄａｒｓ 等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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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金与黑洞探索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百年广义相对论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科学素养丛书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外数学交流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群星璀璨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竞赛和数学研究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百草园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教与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丘成桐的数学人生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应用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艺术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生活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科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与数学大师面对面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对称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百年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好的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前沿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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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求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魅力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无处不在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 丘成桐 等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教育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女性与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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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与人文 丘成桐 等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算术代数几何中的未解决问题 Ｆａｎ Ｏｏｒｔ 主编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８．１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清华数学讲义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Ｙａｔ － Ｓｕｎ
Ｐｏｏｎ， Ｓｈｉｎｇ － Ｔｕｎｇ
Ｙａｕ 主编

１５８．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用
手册 （第三卷）

季 理 真， Ｐａｐａｄｏ⁃
ｐｏｕｌｏｓ，丘成桐

１５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用
手册 （第四卷）

季 理 真， Ｐａｐａｄｏ⁃
ｐｏｕｌｏｓ，丘成桐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单值化，黎曼－希尔伯特对应，卡
拉比－丘流形和皮卡－富克斯方程

季理真、丘成桐
主编

１５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从黎曼到卡勒－爱因斯坦和卡拉
比－丘的复几何

季理真 主编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ｏｄ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Ｌ２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ｄｇｅ 理论和 Ｌ２ 分析）
（英文版）

季理真 主编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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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长寿、杨乐、
丘成桐、于靖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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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
（Ｖｏｌ． ＩＩ）第 ６ 届世界华人数学家
大会文集 （第 ＩＩ 卷）

林长寿、杨乐、
丘成桐、于靖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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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成桐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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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峰、李晓春、
陆国震 主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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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用
手册（第二卷）

季理真，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
ｌｏｓ，丘成桐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用
手册（第一卷）

季理真，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
ｌｏｓ，丘成桐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自守形式与 Ｌ－函数

刘建亚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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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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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数论及其相关领域

欧阳毅 等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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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Ｆａｒｋａｓ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ｉ （Ｖｏｌ． ＩＩ）
模手册 （第二卷）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Ｆａｒｋａｓ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ｉ （Ｖｏｌ． Ｉ）模手
册 （第一卷）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Ｆａｒｋａｓ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几何与分析中的最新
进展

东喻昕、傅吉祥、
陆国震、盛为民、
朱小华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Ｓ． Ｃｈｅｒｎ 在陈省身
先生影响下的微分几何

沈一兵、沈忠民、
丘成桐 主编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几何分析进展

Ｓ． Ｊａｎｅｃｚｋｏ， Ｊｕｎ Ｌｉ，
Ｄ． Ｈ． Ｐｈｏｎｇ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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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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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８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ｏｒ⁃
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算术几何与自守形式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ｇｄｅｌｌ
等主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ＩＩ）
几何与分析 （第二卷） 季理真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Ｉ）
几何与分析 （第一卷） 季理真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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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理真、丘成桐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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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Ｇｒｉｅｓｓ， Ｊｒ．
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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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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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Ｃｏ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Ｋ－ｔｈｅｏｒｙ
群的上同调与代数 Ｋ－理论

季理真、刘克峰、
丘成桐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几何分析最新进展

林长寿、李莹英、
崔茂培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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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徐家 等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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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理真、刘克峰、
丘成桐、郑驻军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代数及相关领域最
新进展

董崇英、李福安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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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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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理真、刘克峰、
杨乐、丘成桐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
Ｖｏｌ． Ｉ， ＩＩ， ＩＩＩ

季理真、刘克峰、
杨乐、丘成桐 主编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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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离散曲面上的变分原理

罗锋、顾险峰、
戴俊飞 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计算共形几何

顾险峰、丘成桐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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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ａｎｆｅｎ Ｑｉａｎ，
Ｔｚｅ Ｌｅｕｎｇ Ｌａｉ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丘成桐、刘克峰、
朱重远主编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ＡＬＭ）

混合系统理论———确定系统和随
机系统

Ｍｏｒａｍａｄ Ｓ． Ａｌｗａｎ，
Ｘｉｎｚｈｉ Ｌｉｎ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神经科学的数学基础 吴莹 刘深泉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刚体动力学
Ａｌｅｘｅｙ Ｖ． Ｂｏｒｉｓｏｖ，
Ｉｖａｎ Ｓ． Ｍａｍａｅ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绳索驰振到混沌 罗朝俊，俞波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复杂性内在逻辑：
从数学到可持续世界

Ｄｉｍｉｔｒｉ Ｖｏｌｃｈｅｎｋｏｖ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ｏｓ
ｉｎ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单摆：共振层、分岔树
到混沌 （英文版）

罗朝俊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Ｔｙｐｅ － ２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二型
模糊逻辑：非确定系统建模与控
制 （英文版）

Ｒóｍｕｌｏ Ａｎｔǎｏ
（安塔奥）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自治和非自治不连续微分方程中
的分岔 （英文版）

Ｍａｒａｔ Ａｋｈｍｅｔ，
Ａｒｄａｋ Ｋａｓｈｋｙｎｂａｙｅ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离散和切换动力系统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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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ｒａｔ Ａｋｈｍｅｔ，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ｎｕｒ Ｆｅ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离散化与隐映射动力学 罗朝俊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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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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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系列（ＮＰ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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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ｌｅｒ－Ｂｏｘ Ｍｅｒ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Ｋｅｌｌｅｒ－Ｂｏｘ 方法及其应用）

Ｋ． Ｖａｊｒａｖｅｌｕ， Ｋ． Ｖ．
Ｐｒａｓａｄ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混沌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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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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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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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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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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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Ｌｉｅ
Ａｌｇｅｂｒａｓ 变换群和李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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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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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Ｕｃｈａｉｋｉ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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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Ｕｃｈａｉｋｉ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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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ｕｐｐａｌａｐａｌｌｅ Ｖａｊｒａｖｅｌｕ，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Ｖａｎ Ｇｏｒｄｅｒ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连续动力系统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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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ａｏｔｉｃ Ｋｉｃｋｅｄ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准混沌冲击振
子：重正化，符号动力学及运动迁
移现象

Ｊ． Ｈ． 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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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世俊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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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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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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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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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李群分析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
中的应用

Ｒａｎｉｓ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Ｎａｉｌ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ｎ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不连续动力系统

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Ｊ． ｌｕｏ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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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ｄｕｌ－Ｍａｊｉｄ
Ｗａｚｗａｚ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具有分数维、时滞和同步的
复杂系统

罗朝俊、孙建桥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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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ｖｏ Ｐｅｔｒáš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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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ｉｃｈａｌ ＦｅＣˇ ｋａ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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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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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动态域上的不连续动力学系统
（中文版） 罗朝俊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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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 Ｋｏｈｎ，
Ｒｏｓｎｅｒ，Ｈａｎｋｅ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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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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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Ｊ． Ｌｕｏ，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Ａｆｒ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Ｌｏｎｇ － ｒ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
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长距离的相互作用，随机及
分数维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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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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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非线性变形体动力学

罗朝俊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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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ｉｓｗａｓ， Ｄ．
Ｍｉｌｏｖｉｃ，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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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ｄｕｌ－Ｍａｊｉｄ
Ｗａｚｗａｚ ９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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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朝俊 ４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Ｎ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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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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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微分方程的控制与反问题
（英文版）

包刚， Ｊｅａｎ － Ｍｉｃｈｅｌ
Ｃｏｒｏｎ，李大潜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一维双曲守恒律及其应用
（英文版）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Ｃｏｒｏｎ，
李大潜、李亚纯
主编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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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
论文集

郭雷、马志明 主编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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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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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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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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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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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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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飞，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Ｇ．
Ｙａｇｏｌａ， 杨长春
主编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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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潜、彭跃军、
饶伯鹏 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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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飞 等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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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拟
线性双曲系统的能控性与能观性

李大潜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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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贵强、李大潜、
柳春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ｌｕｉｄ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复杂流体中的
多尺度问题： 建模、分析与数值模
拟

侯一钊、柳春、
刘建国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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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潜、张平文
主编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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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李大潜 主编

４７．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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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ｏｌｆ Ｊｅｌｔｓｃｈ，
李大潜， Ｉａｎ Ｈｕｇｈ
Ｓｌｏａｎ 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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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潜、张平文
主编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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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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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社英文数
学 教 材
（Ｈ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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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潜、秦铁虎 著，
李亚纯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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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潜、秦铁虎 著，
李亚纯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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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 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ｏ⁃
ｅｐｌｉｔｚ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 系统预处理方法）

金小庆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算术群引论 （英文版）

Ｌｅｓｌｉｅ Ｓａｐｅｒ， Ｃｈｅｒｙｌ
Ｓａｐｅｒ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ｕｌｉ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Ｒｉ⁃
ｅｍａｎ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黎曼曲面和热带曲线的模空间
导引 （英文版）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Ｅｄｕａｒｄ
Ｌｏｏｉｊｅｎｇａ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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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ｕｓｓ － Ｍａｎ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
ｇｕｉｓｅ： Ｃａｌａｂｉ －Ｙａｕ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Ｆｏｒｍｓ
伪装的 Ｇａｕｓｓ－Ｍａｎｉｎ 联络
（英文版）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Ｍｏｖａｓａｔ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微分几何与积分几何
（英文版）

陈省身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微分几何专题 （英文版） 陈省身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Ｆｉｎｉｔ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有限群讲义导引 （英文版）

Ｊ．－Ｐ． Ｓｅｒｒｅ 著，于品
黎嘉荣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Ｅｕｌｅｒ’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可压缩流和欧拉方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ｍ，
Ｓｈｕａｎｇ Ｍｉａｏ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Ｌｉｅ－Ｂａｃｋｌｕｎｄ－Ｄａｒｂｏｕ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
李－巴克兰－达布变换 （英文版）

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
ＡＲＴＹＯＭ ＹＵＲＯ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ｉｇｎｐｏｓｔｓ
流形拓扑导论讲义

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Ｙａｎｇ Ｓｕ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完全交的孤立奇异点
（第二版） （英文版）

Ｅ． Ｊ． Ｎ． Ｌｏｏｉｊｅｎｇａ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Ｏｐ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微分几何未解决
问题及当代数学概况 （英文版）

季理真、潘日新、
丘成桐 主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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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日新、潘伟贤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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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锂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Ｌｉ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李理论与表示论

王建磐、舒斌、
胡乃红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代数几何中的解析方法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ｍａｉｌｌｙ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现代数学纵览

（ＳＭ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５）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 （第五卷）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Ｃｈｅｍｉｎ、
林芳华、张平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晨兴数学讲义
（Ｍ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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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Ｃｈｅｍｉｎ、
林芳华、张平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晨兴数学讲义
（ＭＬ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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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３）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 （第三卷）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Ｃｈｅｍｉｎ、
林芳华、张平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晨兴数学讲义
（Ｍ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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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华、张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晨兴数学讲义
（Ｍ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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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华、王雪平、
张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晨兴数学讲义
（ＭＬＭ）

欧拉致德国公主的书信：关于自
然哲学的不同学科 （第 ＩＩ 卷）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Ｅｕｌｅｒ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欧拉致德国公主的书信：关于自
然哲学的不同学科 （第 Ｉ 卷）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Ｅｕｌｅｒ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２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数学学习及其困难
奥古斯都·德·
摩根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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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ｗｔｏｎ （牛顿）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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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ｗｔｏｎ （牛顿）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思维规律的研究

Ｇ． Ｂｏｏｌｅ （布尔）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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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ｅｌｉｘ Ｋｌｅｉｎ
（克莱因）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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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Ｆ． Ｇａｕｓｓ （高斯）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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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阿达马）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
高等数学引论 （２）

华罗庚 著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
高等数学引论 （１）

华罗庚 著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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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ｔ
热的解析理论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
（傅里叶）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Ｋｕｇａ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Ｆｉｂｅｒ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ａ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Ｗｈｏｓ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ｂｅｌｉａｎ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Ｍｉｄｉｏ Ｋｕｇａ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ｏｓａｈｅｄ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Ｄｅｇｒｅｅ
二十面体和 １５ 次方程的解的讲
义

Ｆｅｌｉｘ Ｋｌｅｉｎ
（克莱因）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９．０４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
算术群引论

Ａｎｄｒé Ｗｅｉｌ 等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Ｊａｃｑｕｅｔ 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ｏ⁃
ｒｙ Ｊａｃｑｕｅｔ－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ｓ 理论

Ｒｏｇｅｒ Ｇｏｄｅｍｅｎｔ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Ｄｉｆｆ 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

Ｌ． Ｎｉｒｅｎｂｅｒｇ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Ｔｈｅ Ｂｏｃｈｎ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微分几何中的 Ｂｏｃｈｎｅｒ 技术

伍鸿熙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自守函数论讲义 （第二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自守函数论讲义 （第一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椭圆模函数理论讲义 （第一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椭圆模函数理论讲义 （第二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数学经典论题
（ＣＴＭ）

Ｇｒａｓｓｍａｎｎｉａｎｓ， Ｍｏｄｕｌｉ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ＢｕｎｄｌｅｓＧｒａｓｓｍａｎｎ
流形、模空间和向量丛

Ｄａｖｉｄ Ａ． Ｅｌｌｗｏｏｄ，
Ｅｍｍａ Ｐｒｅｖｉａｔ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
ｏｄｓ
解析几何与代数几何：相同问题，
不同方法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ＭｃＮｅａｌ，
Ｍｉｒｃｅａ Ｍｕｓｔａｔǎ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代数曲线与密码学

Ｖ． Ｋｕｍａｒ Ｍｕｒｔｙ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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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 函数

Ｊａｍｅｓ Ａｒｔｈｕｒ ２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ｌｏ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代数群和微分 Ｇａｌｏｉｓ 理论

Ｔｅｒｅｓａ Ｃｒｅｓｐｏ，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Ｈａｊｔ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Ｇｒｏｔｈｅｎｄｉｅｃｋ ’ ｓ ＦＧＡ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ｔｈｅｎｄｉｅｃｋ
《基础代数几何学（ＦＧＡ）》解读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ａｎｔｅｃｈｉ，
Ｌｏｔｈａｒ Ｇöｔｔｓｃｈｅ，
Ｌｕｃ Ｉｌｌｕｓｉｅ，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Ｋｌｅｉｍａｎ，
Ｎｉｔｉｎ Ｎｉｔｓｕｒｅ，
Ａｎｇｅｌｏ Ｖｉｓｔｏｌｉ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ｌｏｗｓ， Ｍｏｄｕｌｉ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齐性流、模空间及算术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Ｅｉｎｓｉｅｄｌｅｒ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 － ａｄｉｃ Ｔｅｉｃｈｍüｌｌ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ｐ
进 Ｔｅｉｃｈｍüｌｌｅｒ 理论基础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 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Ｔｏｒｉｃ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环簇
Ｄａｖｉｄ Ａ． Ｃｏｘ， Ｊｏｈｎ
Ｂ． Ｌｉｔｔｌｅ， Ｈｅｎｒｙ Ｋ．
Ｓｃｈｅｎｃｋ

２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Ｇｒöｂｎ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ｘ Ｐｏｌｙｔｏ⁃
ｐｅｓ Ｇｒöｂｎｅｒ
基和凸多胞体

Ｂｅｒｎｄ Ｓｔｕｒｍｆｅｌｓ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非线性色散方程：局部和整体分
析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ｓ
现代几何结构和场论

Ｓ． Ｐ． Ｎｏｖｉｋｏｖ， Ｉ． Ａ．
Ｔａｉｍａｎｏｖ ２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
调和测度：几何与分析的观点

Ｌｕｃａ Ｃａｐｏｇｎａ，
Ｃａｒｌｏｓ Ｅ． Ｋｅｎｉｇ， ａｎｄ
Ｌｏｒｅｄａｎａ Ｌａｎｚａｎｉ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紧流形上的割补术 第二版

Ｃ． Ｔ． Ｃ． Ｗａｌｌ， Ｅｄｉ⁃
ｔｅｄ ｂｙ Ａ． Ａ． Ｒａｎｉｃｋｉ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Ｒｅ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方程组实数解的几何方法

Ｆｒａｎｋ Ｓｏｔｔｉｌｅ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Ｈｉｌｂｅｒ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曲面上点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 概型讲义

Ｈｉｒａｋｕ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Ｆｕｌｌ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完全非线性椭圆方程

Ｌｕｉｓ 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Ｘａｖｉ⁃
ｅｒ Ｃａｂｒé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８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Ａ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ｒｅ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自由边界问题的几何方法

Ｌｕｉｓ Ｃａｆｆａｒｅｌｌｉ， Ｓａｎ⁃
ｄｒｏ Ｓａｌｓａ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Ｃ∗－Ａｌｇｅｂｒａ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 －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Ｃ∗－代数和有限维逼近

Ｎａｔｈａｎｉａｌ Ｐ． Ｂｒｏｗｎ，
Ｎａｒｕｔａｋａ Ｏｚａｗａ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ｓｉｍｐｌｅ Ｌｉｅ
Ａｌｇｅｂ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Ｇ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Ｂ⁃
ＧＧ
范畴 Ｏ 中半单李代数的表示

Ｊａｍｅｓ 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谱
图论

Ｆａｎ Ｒ． Ｋ． Ｃｈｕｎｇ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Ｍｉｎｉｍａｘ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临界点理论中的极小极大方法及
其在微分方程中的应用

Ｐａｕｌ Ｈ． 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ｔｚ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Ｈｏｐｆ Ａｌｇｅｂｒ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ｉｎｇｓ
Ｈｏｐｆ 代数及其在环上的作用

Ｓｕｓａ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Ｇｒｏｕｐｓ
量子群讲义

Ｊｅｎｓ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Ｊａｎｔｚｅｎ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经典自守形式专题

Ｈｅｎｒｙｋ Ｉｗａｎｉｅｃ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
ｖ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域上二次型引论

Ｔ．Ｙ． Ｌａｍ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算子理论教程

Ｊｏｈｎ Ｂ． Ｃｏｎｗａｙ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Ｌｉ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Ｓｐａｃｅｓ
微分几何、李群和对称空间

Ｓｉｇｕｒｄｕｒ Ｈｅｌｇａｓｏｎ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Ｍａｐ⁃
ｐｉｎｇ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拟共形映射讲义（第二版）

Ｌａｒｓ Ｖ． Ａｈｌｆｏｒｓ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复分析与几何引论

Ｊｏｈｎ Ｐ． Ｄ’Ａｎｇｅｌ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代数群表示论 （第二版）

Ｊｅｎｓ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Ｊａｎｔｚｅｎ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９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１００１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经典数论中的 １００１ 个问题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Ｄｅ Ｋｏｎ⁃
ｉｎｃｋ，Ａｒｍｅｌ Ｍｅｒｃｉｅｒ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ｏｆｓ ｏｆ Ｒｅ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ｍｓ
实定理的复证明

Ｐｅｔｅｒ Ｄ． Ｌａｘ， 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Ｚａｌｃｍａｎ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ｘ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ｋｏｖ 链与混合时间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ｅｖｉｎ， Ｙｕ⁃
ｖａｌ Ｐｅｒｅ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 Ｗｉｌｍｅ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Ｊ－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ｌｅｃ⁃
ｔｉｃ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Ｊ－全纯曲线和辛拓扑 （第二版）

Ｄｕｓａ ＭｃＤｕｆｆ， Ｄｉｅｔ⁃
ｍａｒ Ｓａｌａｍｏｎ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不变测度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连续和离散动力系
统引论 （第二版）

Ｒ． Ｃｌａｒｋ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ｓ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Ｐａｒｔ Ｉ： ｐ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ｔｗｏ ｏｆ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ｌｏｇ
庞加莱的遗产 第 Ｉ 部分： 第二年
的数学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ｓ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Ｐａｒｔ ＩＩ： ｐ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ｔｗｏ ｏｆ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ｌｏｇ
庞加莱的遗产 第 ＩＩ 部分： 第二年
的数学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ｅｔｒ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度量几何学教程

Ｄｍｉｔｒｉ Ｂｕｒａｇｏ， Ｙｕｒｉ
Ｂｕｒａｇｏ， Ｓｅｒｇｅｉ
Ｉｖａｎｏｖ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极小曲面教程

Ｔｏｂｉａｓ Ｈｏｌｃｋ Ｃｏｌ⁃
ｄ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
Ｍｉｎｉｃｏｚｚｉ ＩＩ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傅里叶分析 Ｊａｖｉｅｒ Ｄｕｏａｎｄｉｋｏｅｔｘｅａ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ｈ－原理引论）

Ｙ． Ｅｌｉａｓｈｂｅｒｇ，
Ｎ． Ｍｉｓｈａｃｈｅｖ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
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偏微分方程 （第二版）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ｎ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单复变函数论 （第三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Ｇｒｅｅｎｅ，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Ｋ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０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Ｃａｒｔａｎ ｆｏｒ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ｖｉ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微分几何中嘉当的活动标架法
和外微分系统初步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Ｉｖｅｙ， Ｊ．
Ｍ． 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ｇ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ｂ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
轨道法讲义

Ａ． Ａ． Ｋｉｒｉｌｌｏｖ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ｏｆ Ｒｏｏｍ， Ｉ：
Ｒｅ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ｔｈｒｅｅ ｏｆ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ｌｏｇ
ε 空间 Ｉ： 实分析 （第三年的数学
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ｏｆ Ｒｏｏｍ， ＩＩ： ｐ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ｔｈｒｅｅ ｏｆ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ｌｏｇε
空间 ＩＩ： 第三年的数学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测度论引论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高阶傅里叶分析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最优输运理论专题

Ｃéｄｒｉｃ Ｖｉｌｌａｎｉ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数学引论

Ｒ． 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１３



物理、力学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四卷－
量子电动力学（第四版）

В． Б． 别 列 斯 捷 茨
基，Е．М． 栗弗席兹
著 朱允伦 译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力学》解读 鞠国兴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理论物理学
教程》 解读丛
书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六卷－
流体动力学（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李
植 译 陈国谦 审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二卷－
场论（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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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
弹性理论（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武
际可 刘寄星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五卷－
统计物理学Ⅰ（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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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三卷－
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 （第六
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严肃
译 喀兴林校）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九卷－
统计物理学Ⅱ（凝聚态理论） （第
四版）

［俄］ Е． М． 栗弗席
兹，Л． П． 皮塔耶夫
斯基 著 王锡绂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７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十卷－
物理动理学（第二版）

［俄］ Ｅ． Ｍ． 栗弗席
兹，Л． П． 皮达耶夫
斯基 著 徐锡申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一卷－
力学（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李
俊峰、鞠国兴 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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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传
Ｍａｙａ Ｂｅｓｓａｒａｂ 著
李雪莹译

２０１８．１１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
Ｗ．海森伯 著王正
行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２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黑洞的数学理论
Ｓ．钱德拉塞卡 著卢
炬甫 译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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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８．３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相对论
Ｗ．泡利 著凌德洪
译

２０１９．１２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液晶物理学（第二版） Ｐ．Ｇ．德热纳 著 孙
政民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统计力学（第三版） Ｒ．Ｋ．Ｐａｔｈｒｉａ 著 方锦
清 戴越 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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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２－量子力学与
路径积分

Ｒ． Ｐ． 费曼 著张邦
固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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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泡利物理学讲义（１－
３ 卷）

Ｗ． 泡利 著苑之方
等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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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６－高分子动
力学导引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 文婉元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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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陈谊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３－高分子物
理学中的标度概念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 刘杰 朱谱
新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１－量子电动力
学讲义

Ｒ．Ｐ．费曼 著，张邦
固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１－金属与合
金的超导电性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邵惠民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汉译物理学世
界名著

量子光学导论———单光子和双光
子物理

史砚华 著 徐平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大气运动的几何和拓扑
刘式达，刘式适，傅
遵涛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范德瓦尔斯力———一本给生物学
家、化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的
手册

Ｖ． Ａｄｒｉａｎ Ｐａｒｓｅｇｉａｎ
著，张海燕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３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经济物理学———用物理学的方法
或思想探讨一些经济

黄吉平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现代统计力学导论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著，
鞠国兴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磁学———从基础知识到纳米尺度
超快动力学

Ｊ． Ｓｔōｈｒ， Ｈ． Ｃ． Ｓｉｅｇ⁃
ｍａｎｎ 著，姬扬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理论声学（修订版） 张海澜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现代物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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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何大韧、刘宗华 汪
秉宏 编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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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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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的起源到
光子和电子的起源

文小刚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４．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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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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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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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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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现代力学基础

非饱和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斜坡水文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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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应用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 现代力学基础

弹性理论
铁摩辛柯，古地尔
著，徐芝纶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４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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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现代力学基础

试验土工学
谢定义、陈存礼、胡
再强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现代力学基础

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岩土工程学
谢定义、林本海、邵
生俊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结构概念：感知与应用（第二版） 季天健 ２０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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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 钟万勰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６．０２ 现代力学基础

伟大的实验与观察———力学发展
的基础

武际可 ２０１８．１ 大众力学丛书

趣话流体力学 王振东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谈风说雨———大气垂直运动的力
学

刘式达、李滇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大众力学丛书

音乐中的科学 武际可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趣味振动力学 刘延柱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大众力学丛书

力学与沙尘暴 郑晓静 王萍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方方面面话爆炸 宁建国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动脑筋·说力学 武际可 ２０１９．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谈科技·说力学 武际可 ２０１９．０４ 大众力学丛书

材料力学趣话———从身边的力学
到科学研究

蒋持平 ２０１９．０８ 大众力学丛书

科学游戏的智慧与启示 高云峰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
象

林炳尧 １２．６０ ２０１０．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５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漫话动力学 贾书惠 编著 １９．２０ ２０１０．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力学史杂谈 武际可 著 ２６．８０ ２００９．１ 大众力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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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刚体动力学（第二版） 刘延柱 著 ２０１８．０９ 大众力学丛书

诗情画意谈力学 王振东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奥运中的科技之光 赵致真 著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拉家常，说力学 武际可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偶然之极———量子惊喜
赵佳 刘莎 译姚一
隽 校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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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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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折射光子晶体的基础研究 王燕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６３



材料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化学键的弛豫 孙长庆 黄勇力王艳 １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材料基因组工
程丛书

氢键规则六十条 孙长庆 苏勇力张希 ２０１９．３ 材料基因组工
程丛书

工程塑性理论及其在金属成形中
的应用（英文版）

王仲仁、胡卫龙、苑
世剑、王小松

２０１８．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周忠祥、田浩、孟庆
鑫、宫德维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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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故而知创新———科研创新经验
谈

王秀梅、杜昶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先进高强度钢及其工艺发展 戎咏华 等 ２０１９．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粉末冶金学（第三版） 黄坤祥 ２０１９．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碳纳米填料阻燃聚合物
方征平，郭正虹，冉
诗雅

２０１９．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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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材料学 堵永国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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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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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人类社会：材料科学与工
程入门

毛卫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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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著作系列

屈服准则与塑性应力－应变关系
理论及应用

王仲仁、胡卫龙、胡
蓝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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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材料分析方法 董建新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材料相变 徐祖耀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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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造技术 介万奇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热处理工艺学 潘健生、胡明娟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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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科技考古 吴隽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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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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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无机化学基础及新材料的设
计合成

赵新华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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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著作系列

水泥材料研究进展 沈晓冬、姚燕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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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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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力与近均匀成形———原理及应
用

王仲仁、张琦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晶体生长初步：成核、晶体生长和
外延基础（第二版）

Ｉｖａｎ Ｖ Ｍａｒｋｏｖ 著，
牛刚、王志明 译

２０１８．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固态表面、界面与薄膜（第六版） Ｌüｔｈ Ｈａｎｓ 著，王聪
等 译

２０１９．０５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８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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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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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透射电子显微学（上册）
Ｄａｖｉｄ 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 Ｃａｒｔｅｒ 著李
建奇 等 译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透射电子显微学（下册）
Ｄａｖｉｄ 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 Ｃａｒｔｅｒ 著李
建奇 等 译

２０１９．０６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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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成、性能
及应用（第二版）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 Ｃａｏ， 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著，董星龙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焊接冶金学（第二版）
Ｓｉｎｄｏ Ｋｏｕ 著，闫久
春、杨建国、张广军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能量损失谱
学（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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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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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金属高温氧化导论（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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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陶瓷导论（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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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脆性固体断裂力学（第二版） Ｂｒｉａｎ Ｌａｗｎ 著，龚江
宏 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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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晶体结构精修———晶体学者的
ＳＨＥＬＸＬ 软件指南（附光盘）

Ｐ． Ｍｕｌｌｅｒ 等 著， 陈
昊鸿 译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９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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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三版，修
订版）

Ｖ．Ｇ．Ｄｍｉｔｒｉｅｖ 等著，
王继扬 译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非线性光学晶体———一份完整的
总结

Ｄａｖｉｄ Ｎ． Ｎｉｋｏｇｏｓｙａｎ
著，王继扬 译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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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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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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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层状和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边界
元法和应用（英文版，ＡＭＭ１１）

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ｑｉ Ｙｕｅ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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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压电结构与器件分析 （英文版，
ＡＭＭ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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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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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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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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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ＡＭＭ５） 李凤臣、宇波、魏进
家、川口靖夫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 （英文版，
ＡＭＭ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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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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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０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软物质力学进展（英文版，ＡＭＭ２） Ｓｈａｏｆａｎ ＬｉＢｏｈｕａ
Ｓｕ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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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在能源
和环境中的应用（英文版）

Ｚｈａｎｈｕ Ｇｕｏ， Ｙ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Ｎａ Ｌｕｎａ
Ｌｕ

２０１８．１２ 纳米科学与技
术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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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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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介孔分子筛材料
赵东元、万颖、周午
纵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时间分辨光谱基础 郭础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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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系列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术及其
应用

崔铮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１４



机械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并联机器人机构学基础 刘辛军 ２０１８．１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月球车移动系统设计
邓宗全 高海波 丁
亮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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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的几何基础与
旋量代数

戴建生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精密工程设计与分析 程凯，丁辉，陈时锦 ２０１９．１２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整体立铣刀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
术

丁国富 ２０１９．０９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ＭＥＭＳ 技术及应用 蒋庄德 ２０１８．１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柔性设计———柔性机构的分的与
综合

于靖军 ２０１８．０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系统化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闻邦椿，刘树英，郑
玲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刀盘系统现代
设计理论及方法

霍军周 孙伟 马跃
等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的案例教程

张玲玲 肖静 主编，
肖云魁 主审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第二
版） 邹慧君 颜鸿森 ２０１８．０５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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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检民 肖云魁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误差分析－物理测量中的不确定
度：第 ２ 版

Ｊｏｈｎ Ｒ． Ｔａｙｌｏｒ 著；
王中宇等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构自由度计算———原理和方法 黄真 曾达幸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工程统筹技术 任世贤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现代机构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李瑞琴 郭为忠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２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生物机械电子工程 王宏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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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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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建友 杨通 尹来
容 钱卫香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车辆动力学控制与人体脊椎振动
分析

郭立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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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二卷） 邹慧君 高峰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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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动力学史 张策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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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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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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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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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工程发展论（双语版） Ｃｈｒｉｓ Ｅｖａｎｓ 著， 蒋
向前 译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功能设计原理及应用
曹国忠 檀润华 郭
海霞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基于 ＴＲＩＺ 的机械系统失效分析 许波 檀润华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理想化六西格玛原理与应用———
产品制造过程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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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ＩＺ 及应用———技术创新过程与
方法

檀润华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３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专利规避设计方法 李辉 檀润华 ２０１８．０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基于 ＩＲＩＺ 的计算机辅助创新技术 张建辉 檀润华 ２０１９．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产品平台设计方法 张换高 擅润华 ２０１９．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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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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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能源类及其他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核能与环境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著；朱安
娜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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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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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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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

含水燃料的燃烧
傅维镳 龚景松 侯
凌云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专著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数蕴玄学
与面对复杂

师汉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天地与物
含妙理

师汉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趣谈创意实现的 ３Ｄ 打印 李维 邹慧君 ２０１９．０３ 前 沿 零 距 离
（科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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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工程教育丛书

工程人才一体化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胡志刚、任胜兵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工程教育丛书

工程教学指南
Ｗａｎｋａｔ， Ｏｒｅｏｖｉｃｚ
著，王世斌、郄海霞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工程教育丛书

重新认识工程教育（第二版） 顾佩华 ２０１９．１ 工程教育丛书

重 新 认 识 工 程 教 育———国 际
ＣＤＩＯ 培养模式与方法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ｗｌｅｙ 等
著，顾佩华、沈民奋
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工程教育丛书

学位论文撰写方法学———怎样写
好硕士和博士论文

闻邦椿 闻国椿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通用

英文科研论文写作与投稿 李瑞琴 戴建生 ２０１９．１２ 通用

５４



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 中国工程院等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大型系
列画册

深空探测器自主任务规划技术 徐瑞 崔平远朱圣英 ２０１８．１２ 深空探测技术
前沿系列

基因的名义 黄捷 ２０１８．７ “前沿零距离”
系列

中国食品制造技术与轻工工程科
技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外来人兽共患病防控研究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７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
建设

ＵＮＥＳＣＯ 国际工程
教育中心

２０１８．７

工程哲学 （第三版） 殷瑞钰 汪应洛李伯
聪 等

２０１８．７ “院士文库”系
列

矿产资源形势与发展矿业对策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６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现代建模与仿真技术及应用进展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分子诊断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２０１８．５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绿色城市建设与污染防治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个体化肿瘤医学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先进高分子材料创新与产业化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工程方法论
殷瑞钰 李伯聪 汪
应洛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精准医学与创伤救治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深部矿产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６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工程方法论前沿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爆破新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
员会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与发展
展望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草地农业与农业结构调整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８．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心如秋水水如天———韫辉诗词百
首

王玉明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

诗经 向熹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王羲之与《兰亭序》 喻革良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
员会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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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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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与合作：机遇、
挑战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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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电网的挑战与研发机遇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工程结构创新与发展暨结构模态
测试与应用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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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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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形玻璃质材料 彭寿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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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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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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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及全球食品安全现状、未来
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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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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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盐湖产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重化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
展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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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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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安全
破碎关键科学与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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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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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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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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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熊康宁 肖时珍 等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８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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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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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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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与养殖业可持
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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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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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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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春秋———中国工程院院士摄
影作品集

中国工程院办公厅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９４



生态、环境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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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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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植物和小气候———植物环境生理
学的定量化研究途径（第三版）

Ｈａｍｌｙｎ Ｇ． Ｊｏｎｅｓ
著， 余华 唐剑武 译

２０１９．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思想史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著， 徐嵩龄 译

２０１９．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群落的理论
Ｍａｒｋ Ｖｅｌｌｅｎｄ 著，张
健 等译

２０１９．０８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土壤生物学———群落与生态系统
方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ｄｇｅｔｔ
著，周小奇 译

２０１９．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基础（第五版）
Ｅｕｇｅｎｅ Ｐ． Ｏｄｕｍ，
Ｇｒａｙ Ｗ． Ｂａｒｒｅｔｔ 著，
陆健健 等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湖沼学导论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Ｉ． Ｄｏｄｓｏｎ
著， 韩博平 王洪铸
陆开宏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禾草和草地生态学
Ｄａｖｉｄ Ｇｉｂｓｏｎ 著， 张
新时 唐海萍 译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湿地生态学———原理与保护
Ｐａｕｌ Ａ． Ｋｅｄｄｙ 著，
兰志春 黎磊 沈瑞
昌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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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
梁

Ｅｕｇｅｎｅ Ｏｄｕｍ 著，
何文珊 译，陆健健
校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从个体到生态系统
（第四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ｇｏｎ 等
著， 李博 张大勇 王
德华 等译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系统生态学导论
Ｓｖｅｎ Ｅｒｉｋ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著， 陆健健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生态学名著译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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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生态学名著译
丛

０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农业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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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地球的生态带（第四版全新重编
版）

Ｊüｒｇｅｎ Ｓｃｈｕｌｔｚ 著，
林育真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景观与恢复生态学———跨学科的
挑战

Ｚｅｖ Ｎａｖｅｈ 著， 李秀
珍 等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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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弹性思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Ｂｒｉａ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Ｓａｌｔ 著， 彭少麟 等
译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
（彩色印刷）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ｏｗａｋ 著，
李镇清 王世畅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理论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第
三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ｙ，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ｃＬｅａｎ 著， 陶 毅
等译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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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模型基础（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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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物地理学———生态和进化的途
径（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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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森林生态学（第三版） 李俊清 主编牛树奎
刘艳红 副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景观生态学
曾辉 陈利顶丁圣彦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植被生态学（第二版） 宋永昌 著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现代生态学基
础

微生物生态学导论（第二版） 陈声明 吴甘霖 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现代生态学基
础

陆地生态学研究方法
陈吉泉 阳树英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生态学基
础

化学生态学前沿
孔垂华 娄永根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现代生态学基
础

１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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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

湿地生态学
陆健健 何文珊 等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现代生态学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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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综合卷 傅伯杰 主编 ２０１９．１

“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 丛
书；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农田生态
系统过程与变化

张佳宝 主编 ２０１９．１

“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 丛
书；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森林生态
系统过程与变化

于贵瑞 主编 ２０１９．１

“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 丛
书；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草原与荒
漠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

韩兴国 主编 ２０１９．１

“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 丛
书；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生态系统过程与变化：水域生态
系统过程与变化

秦伯强 主编 ２０１９．１

“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 丛
书； “十三五”
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生态系统分析中的生物物理模型
及应用（英文版） Ｊ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著 ２０１９．１２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生命之轮：北美土著人的环境价
值观（英文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Ｍａｒｃｈ⁃
ａｎｄ 等著

２０１９．０４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２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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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和植被分析
（英文版）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ｏｈｎ Ｖｏｇｔ 等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生命之河：北美土著人的可持续
实践（英文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等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社会－气候交互变化中的东亚干
旱与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研究（英
文版）

Ｊ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等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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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
策与战略

韩兴国 伍业钢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基于观测与试验的生态系统优化
管理

傅伯杰 于秀波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生态复杂性与生态学未来之展望
伍业钢 樊江文 主
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变化的前沿
科学问题

于贵瑞 等著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现代生态学讲座（ ＩＸ）：聚焦于城
市化和全球变化的生态学研究

邬建国 陈小勇 主
编

２０１９．０８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Ⅷ）：群落、生态
系统和景观生态学研究新进展

高玉葆 邬建国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Ⅵ）： 全球气候
变化与生态格局和过程

邬建国 安树青 冷
欣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Ⅴ）： 宏观生态
学与可持续性科学

邬建国 李凤民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Ⅳ）：理论与实
践

邬建国 杨劼 主编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Ⅲ）：学科进展
与热点论题

邬建国 等主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现代生态学讲
座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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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学讲座（Ⅱ）：基础研究
与环境问题

邬建国 韩兴国黄建
辉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Ⅰ）：若干生态
学前沿问题

李博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现代生态学讲
座

海南岛热带天然林主要类型的生
物多样性与群落组配

臧润国 等著 ２０１９．０４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科学研究

汤臣栋 马强葛振鸣
编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１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涡度协方差技术———测量及数据
分析的实践指导

Ｍａｒｃ Ａｕｂｉｎｅｔ 等主
编， 郭海强 邵长亮
董刚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甲烷与气候变化
Ｄａｖｅ Ｒｅａｙ 等著， 赵
斌 彭容豪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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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
机：生态教育运动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ｈｎ 著，
张亦默 李博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气候变化生物学
Ｌｅｅ Ｈａｎｎａｈ 著， 赵
斌 明泓博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生物入侵的数学模型
李百炼 靳祯 孙桂
全 刘权兴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大熊猫栖息地研究
李俊清 申国珍 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变化中的生态系统———全球变暖
的影响

Ｊｕｌｉｅ Ｋｅｒｒ Ｃａｓｐｅｒ
著， 赵斌 等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给水管网系统
Ｄｒａｇａｎ Ａ． Ｓａｖｉｃ 等
著， 刘书明 等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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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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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９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环境工程与科学导论（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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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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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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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剂：原理与应用
Ｒａｌｐｈ Ｙａｎｇ 著， 马
丽萍 宁平 田森林
译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基于个体的生态学与建模

Ｖｏｌｋｅｒ Ｇｒｉｍｍ， Ｓｔｅ⁃
ｖｅｎ Ｆ． Ｒａｉｌｓｂａｃｋ
著， 储诚进 林玥 艾
得协措 王酉石 译

２０１９．０８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系统工程方法与应用 唐海萍 著 ２０１９．０２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生态学导论———揭秘生态模型
（第四版）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Ｇｏｔｅｌｌｉ
著， 储诚进 王酉石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空间分析———生态学家指南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éｅ Ｆｏｒｔｉｎ
等著， 杨晓晖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生态经济学中的系统分析与模拟
Ａｌｅｘｅｙ Ｖｏｉｎｏｖ 著，
张力小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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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环境与生态统计———Ｒ 语言的应
用

Ｓｏｎｇ Ｓ． Ｑｉａｎ 著， 曾
思育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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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建模：水流与对流运移模
拟（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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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１２ 水论丛

湖泊与池塘生物学（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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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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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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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水论丛

应用水文地质学（第四版） Ｃ．Ｗ． Ｆｅｔｔｅｒ 著， 孙
晋玉 等译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水论丛

水质遥感理论、方法及应用
张渊智 陈楚群 段
洪涛 等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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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水论丛

５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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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水论丛

富营养化湖泊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秦伯强 许海 董百
丽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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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水论丛

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拟（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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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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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孔介质污染物迁移动力学 王洪涛 编著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８．０３ 水论丛

土壤生物化学
黄巧云 林启美 徐
建明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土壤科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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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呼吸与环境
骆亦其 周旭辉 著，
姜丽芬 等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土壤科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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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景观设计思想与教育———
“景观设计表达”课程实践

安建国 方晓灵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三

李迪华 路露 韩西
丽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二

李迪华 路露 韩西
丽 孟彤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一

李迪华 主编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之三

李迪华 李津逵 主
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之二

李津逵 李迪华 主
编

２０１０．０２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

李津逵 李迪华 主
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６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地表臭氧污染及其生态环境
效应

冯兆忠 唐昊治 著 ２０１９．０９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手性农药分析与环境行为 周志强 王鹏 著 ２０１９．０３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的原理与
方法（第二版）

于贵瑞 孙晓敏 等
著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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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化感（相生相克）作用
孔垂华 胡飞 王朋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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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随机数据分析———原理、方
法与应用

徐德伦 王莉萍 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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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
雷光春 张正旺于秀
波 张明祥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地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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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能源 －环境 －健康链在中
国———一个炼焦业的实证研究

Ｋａｒｅｎ Ｒ． Ｐｏｌｅｎｓｋｅ
著， 李景华 许健 主
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地环专著

环境污染微生物学 常学秀 等主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地环专著

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与模型 陈长胜 著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５ 地环专著

长江中游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生态学基础

方精云 赵淑清 唐
志尧 等著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８ 地环专著

景观生态学在森林管理和保护中
的应用（英文版） Ｃｈａｏ Ｌｉ 等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地环专著

软物质导论———合成和生物自组
装材料

Ｉａｎ Ｗ． Ｈａｍｌｅｙ 著，
王维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地环专著

７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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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原料过程工程与生态产业链
集成

陈洪章 邱卫华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地环专著

绿色人生
古滨河 邬建国 伍
业钢 董全 陈吉泉
主编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地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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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光———“展望事业探讨人
生”讲演录（第一辑） 饶毅 主编 ２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地环专著

资源科学 石玉林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中国工程院院
士文库

生态智慧———生物多样性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水系与流域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全球气候变化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生态可持续性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植物生理生态学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ＥｄｗａｒｄＣｌｅ⁃
ｍｅｎｔｓ 著

２０１９．１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５９．００

５９．００

５９．００

５９．００

６９．００

６９．００

６９．００

８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６９．００

６９．００

自然史（十卷）
Ｇｅｏｇｅｓ⁃Ｌｏｕｉｓ Ｌｅ⁃
ｃｌｅｒｃ，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Ｂｕｆ⁃
ｆｏｎ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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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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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中的营养动力论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Ｌａｕｒｅｌ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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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９５



地学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虚拟地理环境导论 林珲 胡明远 陈旻 ２０１９．１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空间流行病学 张志杰 姜庆五 ２０１９．０９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国 家 科
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

众包地理知识：志愿式地理信息
理论与实践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ｕｉ 等著， 张
晓东 黄健熙 苏伟
译

２０１９．０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Ｗｅｂ ＧＩＳ 原理与技术
付品德 秦耀辰 闫
卫阳 著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８．０６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激光雷达森林生态应用———理
论、方法及实例

郭庆华 苏艳军胡天
宇 刘瑾 著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地理信息科学前沿 林珲 施迅 主编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
领域的应用

施迅 王法辉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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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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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高光谱遥感———基础与应用
Ｒｕｉｌｉａｎｇ Ｐｕ 著， 张
竞成 袁琳 周贤锋
高林 译

２０１９．１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新型 ＳＡＲ 地球环境观测
郭华东 李新武 傅
文学 张露 吴文瑾
梁雷孙中昶 著

２０１９．１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国 家 科
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

大气环境遥感概论 江洪 等著 ２０１９．１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遥感抽样原理与应用
朱秀芳 张锦水 李
宜展 潘耀忠 著

２０１９．０４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国 家 科
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

农作物类型遥感识别方法与应用
朱秀芳 张锦水潘耀
忠 著

２０１８．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０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洪水遥感诊断———以泰国大城为
例（英文版） Ｃｈｕｎｘｉａｎｇ Ｃａｏ 等著 ２０１９．１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国 家 科
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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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遥感：城市环境监测、集成与
建模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Ｙａｎｇ 著，
肖荣波 吴志峰 詹
庆明 主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大气气溶胶偏振遥感
顾行发 程天海 李
正强 乔延利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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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ＥＮＶＩ 遥感图像处理方法 （第二
版）（配盘）

邓书斌 陈秋锦 杜
会建 徐恩惠 编著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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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中国丹霞（英文版） 彭华 著 ２０１９．１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 统 科 学；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经典中
国” 国际出版
工程

地球物理反问题的常用数学算
法———理论与编程实现

赵鹏飞 刘财 著 ２０１９．０８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山地灾害
崔鹏 邓宏艳 王成
华 等著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８．１１ 全球变化与地
地球系统科学

青藏高原及周边温泉和地热能
（英文版） 廖志杰 ２０１９．０３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亚洲大地构造与大型矿床 万天丰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５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大地震震害与火山喷发———２０１６
年日本熊本大地震与阿苏火山

林爱明 著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８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大气辐射———含典型案例的入门
教程

Ｊｉｍ Ｃｏａｋｌｅｙ， Ｐｉｎｇ
Ｙａｎｇ 著刘超 银燕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中国荒漠生物土壤结皮生态生理
学研究

李新荣 著 ２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１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特有湿地甲烷排放———案例
研究、整合分析与模型模拟（英文
版）

陈槐 吴宁 彭长辉
王艳芬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全球陆表特征参量 （ ＧＬＡＳＳ） 产
品：算法、验证与分析

梁顺林 张晓通 肖
志强 程洁 刘强 赵
祥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大气辐射传输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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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热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
刘秦玉 谢尚平 郑
小童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陆面过程观测、模拟与数据同化
梁顺林 李新 谢先
红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大洋环流———风生与热盐过程
黄瑞新 著， 乐肯堂
史久新 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气候变化挑战下的森林生态系统
经营管理

Ｆｅｌｉｐｅ Ｂｒａｖｏ 等 编
著， 王小平 杨晓晖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荒漠生物土壤结皮生态与水文学
研究

李新荣 著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ａｍｅｉｄｅｓ
等著， 张晶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震灾害风险———汶川地震十周
年回顾（英文版） 郦永刚 主编 ２０１９．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断层导波、强地面震动与滑波及
地震预测（英文版） 郦永刚 主编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岩体各向异性、动态破裂与地震
评估（英文版） 郦永刚 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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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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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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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球系统（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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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２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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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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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系统科学

中国大地构造———数据、地图与
演化（英文版） 万天丰 著 １３９．９０ ２０１１．０５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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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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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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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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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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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危机概观与磷回收技术
郝晓地 王崇臣 金
文标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制度与环境变化———主要发现、
应用及研究前沿

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 等主
编， 廖玫 主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气候变化———多学科方法（第二
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ｕｒ⁃
ｒｏｕｇｈｓ 著， 李宁 主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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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
法律和制度分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等 著，
廖玫 主译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四辑）：地
球系统模式———综述、强迫场和
设计

张明华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三辑）：地
球系统科学前沿讲座

宫鹏 主编梁璐 副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二辑）：全
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

宫鹏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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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地貌学概论：人工建筑的地
基———地貌环境

马蔼乃 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３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理论地理科学与哲学———复杂性
科学理论

马蔼乃 著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地理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基础

马蔼乃 著 ３１．７０ ２００５．１１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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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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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肖钢 白玉湖 董锦
编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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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碳于地球———碳捕获与封存
肖钢 马丽 Ｗｅｎｔａｏ
Ｘｉａｏ 编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环境地球科学
郑春苗 冯夏红 主
编

３６．５０ ２００８．０６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地球的环境、自然灾害和大地构
造动力学

陈永顺 主编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０７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ＧＩＳ 环境下的空间分析和地学视
觉化

江斌 陆锋 黄波 著 ３６．２０ ２００２．０５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高光谱遥感及其应用 浦瑞良 宫鹏 著 ２０００．０８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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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８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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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７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城市增长与对策———国际视角与
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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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空间规划———理论、方法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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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高等教育方法论
于兴河 郑秀娟 李
胜利 著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地环专著

地理信息系统与管理和决策 高湋 编著 ３４．８０ ２００９．０２ 地环专著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熊康宁 肖时珍 等
著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地环专著

４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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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计算机与信息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复杂网络上的博弈及其演化动力
学

吕金虎、谭少林 ２０１９．０２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非对称信息共享网络理论与技术 任勇 等 ２０１９．０２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网络零模型构造及应用 许小可 ２０１９．０７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网络渗流 吕琳媛 刘润然李明 ２０１９．１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协同控制
（英文版）

虞文武、温广辉、陈
关荣、曹进德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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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网络引论———模型、结构与
动力学（英文版，第二版）

陈关荣、汪小帆、李
翔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模型、
方法与稳定性分析（英文版）

傅 新 楚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ｍａｌｌ 陈关荣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协调性理论 陈天平、卢文联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链路预测 吕琳媛、周涛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网络科学导论
汪小帆、李翔、陈关
荣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网络度分布理论 史定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社交网络上的计算传播学
许小可、张伦、 胡海
波、王成军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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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第 ３ 版）

王 杰、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
Ｋｉｓｓｅｌ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信息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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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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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因特网死亡（英文版） Ｍａｒｋｕｓ Ｊａｋｏｂｓｓｏｎ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 信息安全系列

云之安全、隐私与数字取证（英文
版） 陈磊 等 ２０１９．０７ 信息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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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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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取证（第 ２ 版） 顾益军、杨永川、宋
蕾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信息安全系列

可视媒体信息安全 徐正全、徐彦彦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信息安全系列

密码协议：基于可信任新鲜性的
安全性分析（英文版）

Ｌ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Ｋｅｆｅｉ
Ｃｈｅ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 信息安全系列

密码协议：基于可信任新鲜性的
安全性分析

董玲、陈克非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信息安全系列

数字图像内容取证
周琳娜、张茹、郭云
彪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信息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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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身份的密码学 胡亮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公钥密码学———设计原理与可证
安全

祝跃飞、张亚娟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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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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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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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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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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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流时间序列分析新进展 宋春瑶、葛廷健 ２０１９．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多智能代理系统中的交互———公
平性、社会最优与个体理性（英文
版）

郝建业、梁浩锋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７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混沌神经信息处理理论与应用
张毅锋、卢宏涛、裴
文江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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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不确定性联盟形成中基于信念的
稳定性（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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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搜索引擎效果评测———基于用户
点击日志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何靖、李晓明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应用
姚向华、杨新宇、易
劲刚、韩九强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柔性臂机器人———建模、分析与
控制

吴立成、杨国胜、郐
新凯、孙富春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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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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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编译原理：包含代数方法的新编
译方法（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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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编译原理———包含代数方法的新
编译方法

苏运霖、颜松远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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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及应用
周明全、耿国华、武
仲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英文
版）

周明全、耿国华、武
仲科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ＵＮＩＸ 操作系统： 依据 ＵＮＩＸ 内核
服务的开发指南（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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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生物信息计算（英文版） Ｗａｎｇ Ｚｉｌ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ｓｈｕ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细分曲面造型技术（英文版） 廖文和、刘浩、李涛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２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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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基础

分布计算系统（第三版） 胡亮、徐高潮、魏晓
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算法设计与分析 耿国华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８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神经网络 史忠植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面向语义 Ｗｅｂ 的知识管理技术
漆桂林、黄智生、杜
剑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海量语义数据处理———平台、技
术与应用

黄智生、钟宁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Ｗｅｂ 智能进展
钟宁、刘际明、姚一
豫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在线学习与发展 衷克定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计算机系统研究基础（英文版） 施巍松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

数据质量征途（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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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数据质量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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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大数据科学丛
书

从计算理论到大数据图灵机 朱定局 ２０１９．０２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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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０４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高通量测序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及
其应用

王嘉寅 赵仲安 叶
凯

２０１９．０９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民用无人机及其行业应用 蔡志洲、林伟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无人机理论与飞行培训———多旋
翼

杨苡 蔡志洲戴长靖
王明

２０１８．０８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小微型无人机应用———环境保护
和水土保持

蔡志洲、林伟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有限元法：理论、格式与求解方法
（上）

Ｋｌａｕｓ⁃Ｊüｒｇｅｎ Ｂａｔｈｅ
著 轩建平 译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有限元法：理论、格式与求解方法
（下）

Ｋｌａｕｓ⁃Ｊüｒｇｅｎ Ｂａｔｈｅ
著 轩建平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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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图书选译

９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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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分布式计算———原理、算法与系
统（翻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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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移动对象数据库（翻译版） 金培权、岳丽华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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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近似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堵丁柱、葛可一、胡
晓东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第二版） 刘振海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通用

变革中的大学———李未教育文存 李未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 学者文集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第 ３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８．０２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 第 ２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第 １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Ａ⁃
ｍａｎｄａ Ｂｅｅｃｈｅｒ、 Ｊｉｅ
ｗａｎ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正确写作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论文（第 ２ 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１ 辑

西北工业大学数学
建模课题组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２ 辑

韩中庚、郭晓丽、杜
剑平、刘靖旭、田园

４７．７０ ２０１３．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３ 辑

赵仲孟、王嘉寅、乔
琛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４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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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５ 辑

王杰、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吴孟达、刘易成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６ 辑

肖华勇 等 ２０１８．０４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７ 辑

韩中庚 等 ２０１８．１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１７



电子电气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电磁学通论 第一卷（英文版） 韦詹姆斯 ｃ．麦克斯
韦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世界学术经典
系术

电磁学通论 第二卷（英文版） 韦詹姆斯 ｃ．麦克斯
韦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世界学术经典
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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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异质结双极晶体管———射频微波
建模和参数提取方法

高建军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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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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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人脸多样化特征及其应用（英文
版）

Ｂｏｂ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ｊｕｎ
Ｚｈａｏ、Ｄａｖｉ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１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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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生物识别———数字化中医数
据分析（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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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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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波导器件设计与模拟
马春生、秦政坤、张
大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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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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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光电子器件建模及光电集成
电路设计技术

高建军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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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技术基础

现代数字通信 高强、李峭、费礼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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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技术基础

２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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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波混频———从超快极化拍到电
磁诱导透明（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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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图像重建 曾更生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机电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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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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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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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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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时自适应处理原理（第 ３ 版，翻
译版）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
所 译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脉冲耦合神经网络图像处理（第 ２
版，翻译版）

Ｔ． Ｌｉｎｄｂｌａｄ， Ｊ． Ｍ．
Ｋｉｎｓｅｒ 著， 马 义 德
等译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５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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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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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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