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书名 作者 单位名称 出版社
1 风扬粉尘：近地层湍流与气固两相流 顾兆林 西安交通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 断裂力学中的数值计算方法及工程应用 解德等 华中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3 边界元法 姚振汉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 杜昇云等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5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与天文仪器 吴守贤等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6 中国古代星占学 卢央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7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 陈美东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8 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 陈久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9 单萜和倍半萜化学 师彦平等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 最弱受约束电子理论及应用 郑能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1 无机超分子材料的组装化学 段雪等 北京化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2 不对称催化新概念与新方法 丁奎岭等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工业出版社
13 超分子构筑调控高分子合成的探索 张榕本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工业出版社

14 高分子结晶学原理 胡文兵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科
学与工程系 化学工业出版社

15 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结构研究中的光谱方法 薛奇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6 离子液体与绿色化学 张锁江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7 实用产前诊断学 边旭明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人民军医出版社
18 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 邱小波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19 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的纳米技术 许海燕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 眼整形外科学 范先群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 眼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1 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 席焕久等 辽宁医学院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2 临床点评本中华针灸宝库·明清卷（中卷） 贺普仁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3 循证临床内科学 胡大一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4 论民族医药——人类生命科学多样类型研究 梁峻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
究所 中医古籍出版社

25 空间时间生物学 陈善广等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6 传染性与非传染性痴呆症 洪涛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7 白内障与屈光手术学 朱思泉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8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诊断学 李坤成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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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成瘾医学 陆林等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30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 张伯礼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31 输尿管外科学 郭应禄 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32 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健康危险性评定与预警 周宗灿等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
术出版社

33 颅脑术中超声图谱 何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超声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4 肝尾叶切除手术图谱 彭淑牖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 浙江大学出版社

35 脑内多巴胺 金国章等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
术出版社

36 临床肝脏移植 沈中阳等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37 中国不同民族永生细胞库的建立——理论与实践 禇嘉祐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
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
术出版社

38 实用男科学 黄宇烽等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39 灾害救援医学 郑静晨等 武警总医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40 系统生物学 林标扬
浙江大学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
研究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41  ICU实用监测与治疗技术 邱海波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
术出版社

42 小麦矮秆基因 李杏普等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43 生物入侵：预警篇 万方浩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广翅目 杨定等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45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鳞翅目尺蛾科尺蛾亚科） 薛大勇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46 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第四卷） 颜济等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47 中国长白山植物资源志 周繇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 中国林业出版社
48 稳定同位素生态学 林光辉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49 Desertification and Its Control in China 慈龙骏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50 中国海藻志 第五卷 硅藻门  第二册 羽纹纲 第I 高亚辉等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1 广西植物志（第三卷） 李锋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52 生物多样性与农林害虫治理 朱有勇等 云南农业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3 中国热带经济真菌图志 吴兴亮等
海南大学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4 中国西藏油菜遗传资源 王建林等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5 中国竹类图志 易同培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西南花卉研
究开发中心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6 紫外辐射变化及其作物响应 郑有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
学院） 气象出版社

57 冰川学导论 谢自楚等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58 土壤养分热力学 张一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环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59 极化散射与SAR遥感信息理论和方法 金亚秋等 复旦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0 海岛海岸带遥感 李京等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1 中国水文地理 刘昌明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2 空间信息分布式协同处理的方法、技术与实践 方裕等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
究所 电子工业出版社

63 中国气候 丁一汇等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4 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 张荣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5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邹逸麟等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6 仙居飞凤岩大型古地下工程中的科学问题研究 杨志法等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7 中国矿业城市地质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 王建国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煤炭工业出版社

68 中国髹漆工艺（中国漆器艺术） 张飞龙等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西安生漆
涂料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9 西北旱区水资源转化消耗规律及节水调控模式 康绍忠等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水问题研
究中心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70 现代汽车板生产与成形技术 康永林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工业出版社
71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 王浩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72 农业机械分析与综合 赵匀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73 Novel Colloidal Forming of Ceramics 黄勇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74 硫化矿浮选与矿浆电位 王淀佐等 中国工程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75 新型超高密度光信息存储原理与技术 徐端颐等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76 晶体生长原理与技术 介万奇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77 建筑气候学 杨柳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8 超磁致伸缩材料微位移执行器原理与应用 贾振元等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79 医疗外科机器人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0 金刚石涂层工具制备及其应用 陈明等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1 弹性波动理论与方法导论 杜修力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2 高温超导应用研究 古宏伟等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超导材料
研究中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学技
术出版社



83 多层介质内辐射传递的射线踪迹--节点分析法 谈和平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4 时滞系统优化控制 项国波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85 信息融合理论及应用 何友等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电子工业出版社
86 数字农业 汪懋华等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87 网络安全控制机制 林闯等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清华大学出版社
88 计算系统虚拟化：原理与应用 金海等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清华大学出版社
89 飞行器测控通信工程 刘嘉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国防工业出版社
90 现代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 张记龙等 中北大学出版部 国防工业出版社
91 Control and Scheduling Codesign 夏锋等 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92 自然景观的真实感模拟 彭群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93 现代应用集成电路设计（Modern ASIC Design） 周电 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4 可重入制造系统控制 张洁等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5 人工免疫系统 莫宏伟等 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6 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与分析 杨晓东等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7 碳电子学 薛增泉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8 量子保密通信协议的设计与分析 温巧燕等 北京邮电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99 区域循环经济 冯之浚等 全国人大环资委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0 分数阶Fourier变换及应用 陶然等 北京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1 信息源和信息采集 沈固朝等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2 奋进中的中国管理科学 骆茹敏 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评价中心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3 塔里木河流域水权管理研究 唐德善等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04 科技金融 赵昌文等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5 网络计划管理中的机动时间特性理论及其应用 乞建勋等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6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外交流卷 汪前进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7 区域生态产业链管理理论与应用 王兆华 北京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108 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实 张陆洋等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