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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理论中的连接方法
Ｍ．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　　著
　　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非线
性问题可以归结为寻找泛函的临界点问

题，即寻找极小点、极大点和极小 －极大
点的问题。在变分法中的大部分计算是

专门寻找这样的点，找到一个既没有极大

点也没有极小点的临界点，是一个更困难

的问题。直到最近，还没有寻找这样的点

的系统方法。本书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

系统地寻找临界点的一系列可能的方法。

　　全书共１３章：１．临界点，介绍非线性
问题，半线性边值问题，临界点替代和估

计本征空间；２．连接，论述流动，较弱的条
件，一些后果，链接的例子和关键序列；３．
半线性边值问题，讨论的隘口的几何，临

界的序列，解决方案，解决问题及共振；４．

替代方法，介绍鞍点的选择，另一种形式，

一些推论，应用和超线性问题；５．有界鞍
点方法，论述有边界的山的隘口引理，证

明隘口替代，密实度状态，双情况结合结

果，非线性特征值；６．在子空间上的估计，
讨论一些重要的量，估计，非平凡解和变

异；７．Ｆｕｃｉｋ频谱，介绍跳跃非线性、与谱
相关的量和应用：８．共振，论述双共振，涉
及许多特征值的共振，Ｌａｚｅｒ共振，和非零
解的方法；９．边界条件，介绍有界连接，反
向边界条件，充分条件和应用；１０．多个解
决方案，讨论抽象理论，一些应用和另外

的解决方法，；１１．非线性特征值，论述
Ｈａｍｐｗｉｌｅ定理和应用；１２．强烈共振，介
绍简单的解决方法，在第一个特征值的不

同谐振方法和另外的解决方法；１３．注释
和参考文献。

　　本书适合临界点理论和应用相关领
域的研究人员、工程师、教师和研究生阅

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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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如何从物理学与

天文学出发创造相对论
Ｄ．Ｒ．Ｔｏｐｐｅｒ　　著
　　这是一部介绍爱因斯坦所创建的狭
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

物理意义的专著。书中以编年顺序追踪

相对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入地探究爱因

斯坦得以创建这一伟大理论的物理学与

天文学的背景，认真地分析了爱因斯坦关

于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现代宇宙学的

主要思想，他与亲友的通信，其他科学家

的评论文章，他少年时代奇异的想法，他

从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马赫以及其他一

些伟大人物的思想中得到的传承与启发，

并在他们早期的科学成就所奠定的基础

之上，穷其毕生精力开创了现代物理学和

宇宙学的新纪元。

　　本书的作者 ＤａｖｉｄＲ．Ｔｏｐｐｅｒ是加拿
大温尼伯（Ｗｉｎｎｉｐｅｇ）大学历史学教授，从
１９７０年起一直讲授科学史和艺术史课程，
并荣获过一些教学方面的奖项。他撰写

并出版过关于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

许多研究专著，包括搜集并整理关于他们

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在本书中

作者依据他所收集到的丰富和可靠的资

料，纠正了在一般科普通俗读物中流行的

对于爱因斯坦的种种误解。

　　全书内容分五个部分，共２９章。第一
部分 起源：骑在一束光上，含第１－４章：

１．伽利略发现惯性和运动的相对性；２．
爱因斯坦第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３．爱因
斯坦：从苏黎世到波恩和奇迹之年；４．汇
集、转换与守恒：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

第二部分 狭义相对论，含第 ５－６章：５．
爱因斯坦１９０５：相对论诞生；６．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Ｍｏｒｌｅｙ混乱；７．这个理论预言了什么？８．
从乘火车旅行的时间到空间 －时间；９．
１９１１：关于时间的佯谬；１０．今天这个理
论正确吗？第三部分 广义相对论，含第１１
－１９章：１１．伽利略发现物体如何下落；
１２．１９０７：爱因斯坦第二个著名的思想实
验；１３．进入，Ｍａｃｈ原理；或者，被一种想
法所诱惑；１４．爱因斯坦的史诗般的知识
之旅：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１５．１９１６：广义相对论
的伟大的总结论文；１６．１９２０：成名之年，
耻辱之年；１７．１９２２：时间是什么？Ｂｅｒｇｓｏｎ
对爱因斯坦……奖金；１８．１９３１：爱因斯坦
第一次访问加州理工学院（Ｃａｌｔｅｃｈ）；１９．
今天这个理论还对吗？第四部分 宇宙学，

含第２０－２４章：２０．宇宙学疑难与牛顿以
来的发现；２１．爱因斯坦１９１７：现代宇宙学
诞生；２２．对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三个挑
战；２３．１９３１：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再一次访
问：爱因斯坦遇到了 Ｈｕｂｂｌｅ；２４．从 １９３１
年起的宇宙学：亮点和插曲。第五部分 谢

幕：追寻统一场论，含第２５－２９章：２５．统
一的根基与通向统一之路；２６．１９３１：加州
理工学院，又一次访问；２７．退出，Ｍａｃｈ：
或，实证主义的危险；２８．追寻……和关于
量子的论战；２９．遗产：从贱民到死后的
先知。

　　本书内容涵盖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
对论和现代宇宙学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

了关于统一场论的追求以及对量子力学

历史性论战的扼要介绍，作者处处做到旁

征博引，观点鲜明，言之有据。要求读者

有足够的物理学知识基础，对于相对论和

宇宙学的基本了解。与大量关于爱因斯

坦及相对论的其他文章和著作相比，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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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之丰富、视角之独特、叙述之严谨，堪

称鲜见。本书是一部非常珍贵的科学史

专著，极具参考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ＢｏｒｉｓＶ．Ｓｏｍｏｖ

Ｐｌａｓｍａ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ａｒｔＩ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４２８２０

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Ⅰ
ＢｏｒｉｓＶ．Ｓｏｍｏｖ　　著
　　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研究空间中发
生的电磁过程和现象，特别是宇宙物质中

电磁性质的力所起的作用。等离子体是

宇宙物质的主要物态，但由于人们对宇宙

现象和宇宙等离子体的性质认识有限，等

离子体宇宙学发展得很晚。Ａｌｖｅｎ在１９５０
年开展先驱性工作开辟了这一物理学的

独立分支。其后，热核反应的研究极大地

推进了等离子体的研究发展，而天体物理

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等离子体天体

物理学作为物理学一个分支的创立与

发展。

　　从物理学观点看，等离子体天体物理
学是等离子体理论中与空间低电阻率等

离子体动力学相关的部分。很长时间里

很少对其进行实验室研究。直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对于太阳和核聚变研究相继发展
起来之后，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才逐渐成

为一门实验科学。

　　本书全面、详尽的阐述了现代等离子

体天体物理学的经典基础与当前应用的

各个方面。第一版出版于２００６年，主要面
向天体物理、空间科学和地球物理的研究

生及应用物理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提供

等离子体天体物理的最基础知识。

　　本书为第一卷，是对等离子体天体物
理学最重要的一些论题的系统描述。主

要目的是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帮助研习

天体物理的学生理解在等离子体天体物

理学中通常用到的不同近似方法的相互

关系和适用限制。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

年轻读者掌握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的现

代方法和教会他们能实际应用这些方法

解决具体问题。

　　本书共分２０章：１．粒子和场：精确的
自洽描写；２．相互作用粒子系统的统计描
述；３．具有二元碰撞的弱耦合系统；４．等
离子体中快粒子的传播；５．在已知场中带
电粒子的运动；６．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绝
热不变性；７．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波 －
粒子相互作用；８．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
库仑碰撞；９．天体物理等离子体的宏观
描写；１０．天体物理等离子体的多流体模
型；１１．等离子体中的广义欧姆定律；１２．
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的单流体模型；１３．
天体物理中的磁流体动力学；１４．强磁场
中的等离子体流；１５．天体物理等离子体
中的ＭＨＤ波；１６．在 ＭＨＤ介质中的不连
续流；１７．ＭＨＤ不连续流的演化；１８．粒
子被震动波加速；１９．磁场中的等离子体
平衡；２０．磁场中的稳恒流。书末的三个
附录分别介绍了符号、有用的表达式和一

些常数。

　　为了把握对物理原理的连贯思考和
在宇宙等离子体情况下给出简单描写的

一些简化假设，作者建议读者通读本书的

每一章，力求了解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的

主线，即它的经典基础。从物理学而不是

天文学应用的许多观点勾画出各种近似

的适用范围。然后补充数学形式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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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一些步骤。书中提供了一些练习，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这一主题。

　　面对浩瀚文献，初入门的研究生常会
感到困惑，为此作者试图尽可能的使本书

自成体系，在书末提供了广泛的参考文章

和补充阅读书目，供学生们查阅。考虑到

科学史，特别是自然科学史对于学科的发

展与理解的重要意义，本书的各章都在一

开始做一些基本介绍，并引入一些实例加

以说明。这些陈述不仅对于刚入门的学

生，而且对于那些等离子体天体物理以及

相邻的科学领域的专家们也会有参考

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ＢｏｒｉｓＶ．Ｓｏｍｏｖ

Ｐｌａｓｍａ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ａｒｔＩＩ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４２９４３

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Ⅱ
ＢｏｒｉｓＶ．Ｓｏｍｏｖ　　著
　　本书为等离子体天体物理学一书的
第二卷。中心内容是详细讨论起源于空

间等离子体中电磁相互作用的磁重联与

耀斑现象。

　　磁重联是在磁力线重新分布中最常
遇到的现象，是很多天体物理等离子体非

稳恒现象中起重要作用的基本过程。借

助于它，磁场的拓扑分布发生变化，等离

子体中的粒子与磁场的联结重新组织。

　　由于高电导性，在天体物理等离子体

中很容易产生磁场，在宇宙空间已经观测

到有极大尺度的微弱磁场，而最强的磁场

存在于超新星爆炸中形成的中子星上。

磁场的能量在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不断

积聚，这个能量在确定的但相当普遍的条

件下会突然释放，形成耀斑，这时，伴随着

等离子体的直接喷发，产生极强的热流和

硬电磁辐射以及高能的带电粒子流。这

种宇宙电动力学爆发中包含的物理过程

在宇宙空间广泛存在，考虑到由于太阳是

唯一可以用空间分辨率极高的设备成像

的星体，完全可以通过对太阳进行直接的

和充分的观测而对磁重联和耀斑的普遍

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和细

致研究。如今不仅有大量的地面观测，也

可以借助携带天文望远镜和专用谱仪的

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实现大范围的精确

观测。有许多结果十分引人关注，对现存

的一些理论模型提出了挑战。特别是，近

年来对于太阳耀斑与发生这些耀斑的区

域内磁场拓扑学的研究，建立起了耀斑的

拓扑学模型。进一步的研究强烈支持太

阳耀斑的磁重联结构。本书的主要目的

就是，全面阐述作为天体物理和实验室等

离子体基本特征的磁重联现象；天体物理

等离子体中磁重联与耀斑的关系；太阳耀

斑的电离辐射和日冕的物质抛射等这类

问题的研究进展；这些进展对空间站和卫

星的正常运行、对于通讯以及地球周围空

间环境气候甚至对于社会经济与人类生

活的重要影响。

　　本书第二卷共分１７章：１．磁重联；２．
强磁场中的磁重联；３．磁重联的推广的解
析方法；４．太阳耀斑中的磁重联证据；５．
磁重联在起作用；６．巴士底日（Ｂａｓｔｉｌｌｅ
Ｄａｙ）耀斑和类似的太阳耀斑；７．电流与磁
重联的关系；８．磁重联电流层模型；９．
太阳耀斑中的坍缩磁陷阱；１０．实验室中
和空间中类太阳耀斑；１１．电流层中离子
的加速；１２．磁重联电流层的结构不稳定

４

物理学　　　　国外科技新书评介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总第３２３期）



性；１３．磁重联电流层的撕裂不稳定性；
１４．磁重联和湍流；１５．弱离子等离子体
中的磁重联；１６．电流中的磁重联；１７．太
阳耀斑中的快粒子。书末给出了一篇简

短的后记。四个附录分别介绍了本书采

用的一些缩略语、符号、有用的公式以及

常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本书所涉及的研
究领域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实验观

测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研究成果不

仅具有纯科学的重要性而且有着巨大的

应用价值。本书内容新颖，叙述简捷，不

仅有严格的数学和物理的详细推导，而且

图文并茂。对于研究等离子体以及天体

物理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以及相关

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ＭｉｎｏｒｕＦｕｊｉｍｏｔｏ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ｓ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５０８４９

晶态热力学
第２版
ＭｉｎｏｒｕＦｕｊｉｍｏｔｏ　　著
　　热力学是一门非常成熟的传统经典
物理学科，它研究物质在与其周围环境达

到热平衡时的物理性质，特别是讨论均匀

材料中能量的转换过程。当将其应用于

凝聚态特别是晶体时，一些热力学规律必

然会结合晶格的各种结构细节而发生变

化。在晶体热力学函数中会隐含着格点

对称性。但是，当晶体形变时，这些对称

性受到扰动，使得晶体不再是稳定的和均

匀的。这时晶体会显示出一些介观性质，

格点动力学应该重新定义。为此，必须首

先清晰地和严格确定地对晶态给出描写。

本书正是为阐明晶态热力学中的格点动

力学而撰写的。作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探讨序参量和晶格动力学在热力学描述

中的重要作用。作者选择结构变化、磁性

晶体、超导转变作为研究对象，详细阐述

晶态的基本热力学性质。

　　本书从阐明稳定晶体的基本概念开
始，为研究有序变量的集团运动讨论了

二元相变，主要将其当作经典现象处理。

在这里评介的该书第二版中重点讨论了

磁性晶体，包含了在类似出版物中没有

详细讨论的孤子理论和磁性晶体的新章

节。作为量子力学的实例，本书还从理

论上讨论了多电子系统，特别是强调了

金属的超导电性。本书强调了晶格动力

学的作用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

研究。

　　本书内容分成１４章：１．引言；２．声
子；３．序变量和绝热势；４．二元序的平
均场理论；５．赝自旋团簇；６．临界涨落；
７．赝自旋关联；８．长程有序的孤子理论；
９．软模式；１０．临界涨落的实验研究；
１１．磁性晶体；１２．金属中电子与声子的
统计量；１３．超导金属 ；１４．超导转变
理论。

　　该书是一部介绍性的专著，也是一部
可以作为在凝聚态物理中固态介观现象

课堂用的教科书。虽然该书主要针对物理

类和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相关专业的高年

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它也可以作为一部对

于相关领域的所有专业人员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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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Ｓ．Ｂｒａｎｄｔ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９９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２７１４７５

数据分析
Ｓ．Ｂｒａｎｄｔ　　著
　　实验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在经过早期
的定性描述之后，总要进入到对于感兴趣

现象的定量研究或测量的阶段。除了设

计并实际操作实验之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精确的计算对实验数据进行

分析和处理。例如要对不同条件下得到

的结果进行对照，以便确定数据的数量是

否足够，据以得到结论；对于样品采集的

品质控制与设备可靠性的检验；实验结果

与理论预言的比较，是否存在矛盾；拟合

曲线能否确定未知的参数以及误差的分

析；能否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模拟方法节省

有限的资源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实

验研究不可避免的典型问题。该书正是

提供了用于处理上述问题而在实验科学

中普遍采用的统计方法和实现这些统计

方法的相应数值方法的详细介绍，它在统

计理论与其在实际问题的应用之间搭建

一座桥梁。作者力求既强调简洁而严格

的数学，同时又自始至终注重实际应用。

　　全书内容分为１３章：１．引言；２．概
率；３．随机变量，分布；４．计算机生成的
随机数，蒙特卡洛方法；５．一些重要的分
布和定理；６．采样；７．最大似然法；８．检
验统计假设；９．最小二乘法；１０．函数极
小化；１１．方差分析；１２．线性与多项式
回归；１３．时间序列分析。
　　书末附有九个附录，对书中用到的一
些数学知识与编程相关问题给出了详细

的补充介绍。

　　作者假定读者具有扎实的微积分学
基本知识和对于矢量与矩阵的初步了解，

在书中给出了丰富的实例，不仅适合将要

从事实验研究的研究生学习，对于科技人

员也提供了编写程序的有益指导。为了

提供这些指导，书中包括了许多完全解出

的实例与一些有详细提示的习题。

　　本书内容丰富，而且特别注重实际应
用。对从事各种实验科学和数值分析相

关学科学习的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和从

事各种科学实验的研究人员学习数据处

理和计算机编程，本书均极具参考价值。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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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Ｓｃｈｍｉｄｔ

ＩｏｎＢｅａｍ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２１１９９３５５２

材料处理与分析中的离子束
Ｂ．Ｓｃｈｍｉｄｔ　　著
　　基于对离子束与材料表面相互作用
基本知识的深入理解和与之相关的各种

新的实验和理论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过

去５０年中，离子束技术已经被确立为现代
材料研发和制造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离

子束被广泛地应用于固体表面和薄膜的

加工制备、检测与性能改进，成为材料处

理和分析方面最受关注和最主要的手段。

半个世纪以来，它们特别成功地应用于微

电子学和纳米电子学，导致许多重大的发

现，对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许多新生交

叉领域和改善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发展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诸如新材料优

选、核废料处理、无损探伤、癌症放射性治

疗以及环境保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

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这种技术的极大优

越性和不可替代性。

　　本书的主要目的有２个：１．作为离子
与固体相互作用物理基础以及在此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实用设备的概要介绍。

这些知识对于离子束技术的应用起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２．填补丰富多彩的基本
现象与其在现代材料研发与制造的技术

应用之间的缝隙，具体证明与现代功能材

料相关的固态性质的优化是完全可能的。

本书特别重视离子束在所选择的一些材

料领域中的最新应用。尤其对当前一些

热门领域，比如对纳米材料的应用等给予

了详细的讨论。本书各章涵盖了许多有

实际应用价值的新技术，以及在现代材料

中具有挑战性的新概念，重点放在当前主

要关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金属与高分

子材料、界面与薄膜等材料性质翔实的阐

述方面。

　　本书作者是两位德国著名教授。其
中的Ｋ．Ｗｅｔｚｉｇ近年来一直担任德累斯顿
物理研究所固态分析与结构研究部主任，

而Ｂ．Ｓｃｈｍｉｄｔ是德累斯顿离子束物理和材
料研究所材料处理技术部的负责人。他

们对于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具有长期积累

的专业经验。书中许多内容选自他们研

究组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书内容分成７章：１．引言；２．离子
与固体的相互作用；３．离子束技术；４．
材料处理；５．材料的离子束制备；６．用
离子束分析材料；７．材料分析问题中特
殊离子束的应用。

　　本书作为阐述离子束在现代材料科
学的应用、各类相关设备的原理与使用指

导、现代技术介绍的专著，内容丰富和新

颖，叙述逻辑清晰，特别注重实际应用。

本书面向广泛的读者，诸如活跃在固体物

理、原子物理、电子学和材料研制的工程

技术人员，特别是在现代功能材料领域的

研发人员和材料处理的操作人员。它也

可以作为新入门的和交叉学科的科学工

作者和工程师们进一步学习离子束技术

极具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ＤｉｎｇＹｉｂ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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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ｂｕ?Ｌｅｂｄｅｈ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４６０４０

锂离子电池的纳米技术
Ｙ．Ａｂｕ?Ｌｅｂｄｅｈ等　　编
　　纳米技术和锂离子电池技术都将发
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迎对日益增长的能

源和环境问题的挑战。本书还探讨了纳

米技术和锂离子电池两个领域的融合，用

新鲜的见解论述这些快速发展的研究领

域之间复杂关系。这本书涵盖了纳米技

术的基本概念，及其与锂离子电池的关

联，利用纳米材料的特性以提高电池性

能。本书将探索上述技术将如何影响新

的加工技术和新兴市场，包括那些与消费

电子产品、汽车技术、智能电网技术。

　　全书共１０章：１．引论；２．锂离子电
池材料的反蛋白石纳米结构；３．用于锂离
子充电电池的纳米硅阳极；４．用于锂离子
电池的锡基阳极材料；５．有关嵌锂的补
充：用于锂离子电池的纳米尺度具有转换

功能的阳极材料；６．用于锂离子电池的石
墨烯基的复合阳极；７．用于锂离子电池的
纳米尺度和纳米结构的阴极材料：８．高功
率应用中的 ＬｉＦｅＰＯ纳米材料的设计和性
能；９．纳米粒子对电解质和电极／电解质
界面的影响；１０．电池应用中的微三维
架构。

　　本书各章由国际上该专题的著名专
家撰写，反映锂离子电池的纳米技术的最

新进展。

　　本书适合电子产品、汽车技术、智能
电网技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

师、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Ｒ．Ｋｉｍｍｉｃ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Ｓｏｆｔ?Ｍａｔ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４００７５５３５２

软物质动力学原理
Ｒ．Ｋｉｍｍｉｃｈ　　著
　　软物质物理很显然是相对于固态物
理的，是更复杂、更难以捉摸的凝聚态科

学的一部分。在固态物理中，通常论述点

阵动力学、电子能带理论、磁性、超导等，

这些似乎是与软物质科学相对比的。实

际应用中的软物质动力学是十分重要的，

软物质动力学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

物物理学和生物技术、食品加工、塑料工

业、微观和纳米系统技术和基于非晶性和

非玻璃材料等方面都很重要。本书涵盖

了软物质的基本动态现象，例如扩散、松

驰、流体动力学、正常模式、吸附、润湿过

程。书中介绍了检查应用程序所需的基

本概念，综述软物质科学的非侵入性的实

验技术，如核磁共振方法，多领域的中子

和准弹性散射光、机械放松和介质宽带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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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比较。这里，综合运用了流体、聚合物、

液晶、胶体和被吸附物中的标准的动力学

概念。理论和实验都采用计算物理的手

段作为辅助。

　　全书共７章：１．引论，介绍一类软物质
的动态功能；２．基本现象和定义，提供基
本的信息，如交互作用，分子动力学的运

动方程，平移和旋转；３．非侵入性方法，非
侵入性意味着样品材料可以以原始形式

检查，而形状和结构都没有被改变；４．流
体动力学，以计算机模拟与实验所用的语

言来论述流体动力学；５．聚合物中的分子
动力学，以松驰模式描述高分子链动力

学；６．液晶中的分子和集体动力学，以有
序聚合材料的座舱盖为例来研究液晶中

的动力学；７．流体和固体界面上的动力
学：多孔介质和胶体粒子，研究具有流固

界面物体的分子动力学。

　　本书适合力学、材料科学、物理学、生
物物理学和应用数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人

员、工程师、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Ｈ．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Ｓｏｌ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３５７８２４

固体力学中的表面效应
Ｈ．Ａｌｔｅｎｂａｃｈ等　　编
　　本书总结了固体力学表面效应的当
前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在精确地描述

先进材料的行为时，表面效应越来越重

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著名的实验事实：

当某材料的结构尺度很小，譬如是纳米结

构，该材料的力学性能非同一般。这里需

要建立特殊的理论框架，包括连续介质理

论或分子动力学的建模。

　　全书共１４章：１．有表面应力的线性弹
性边界值问题的数学研究；２．在纳米尺度
上表面残余应力对结构性能的影响；３．
关于石墨烯晶格的各向同性弹性性能；４．
在有限温度下原子论和表面增强的连续

介质方法的比较；５．表面力学和全场测
量：电－－弹性耦合的研究；６．在纳米材
料的平面边界上加载类型对应力的影响；

７．在具有近乎圆孔的弹性平面中的表面
应力：８．玻璃球体：功能化、表面改性和力
学性质；９．具有表面效应的压电体的谱特
性；１０．晶格中的稳定性和结构转换；１１．
固体因表面应力造成的现象的数学建模；

１２．采用非欧几里得度量的具有支撑的环
形薄板的屈曲；１３．在本征应变情况下的
表面和界面弹性效应的建模；１４．弹性固
体中化学反应阵面的动理学。

　　本书各章由国际上该专题著名专家
撰写。

　　本书适合力学，机械工程和应用数学
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师、教师和研

究生阅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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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ｈｓｎ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３１４６９８

生物系统和生物材料的表

征和发展
Ａ．?ｃｈｓｎｅｒ等　　编
　　生物系统和生物材料越来越成为重
要的研究领域，甚至影响到人的寿命。人

体的关节或其它机构需要通过更换才能

保证足够的机动性和人体的功能时，生物

材料的运用就异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

的环境会影响生物系统，避免环境对生物

体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主题。人所熟知的专家在以下多种

新材料的研究中提供了他们的成果：药物

传递，植牙和充填材料，与生物能匹配的

薄膜，具有生物活性的表面镀层和生态可

持续的建筑材料，等等。运用上述成果可

以改善人工材料和结构的功能，而克服古

典工程材料的局限性。

　　全书共１８章：１．氧化铝／镨纳米颗粒
对土壤、空气和水微生物的影响；２．使用
氧化锌和氧化铝纳米颗粒提高牙科用汞

合金的硬度；３．用于组织工程支架制备的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评述；４．与生物医学

相关的低聚物膜复合物的分子动力学研

究；５．防止或减轻大型动物事故的方法；
６．为设计膝盖再训练器利用质量功能配
置方法将定性要求转化为定量要求；７．多
关节机器人手的研究进展和未来；８．作为
先驱的稻壳（增强作用）对来自４５Ｓ５生物
玻璃的玻璃陶瓷的结晶动理学的影响；９．
Ｔｉ－３５Ｎｂ的生物活性表面的分析和体液；
１０．汞合金的结构和成分表征；１１．用于药
物传递系统的 Ｐｏｌｙ（Ｌ－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的合
成和表征；１２．在表面处理后 Ｔｉ－３０Ｔａ牙
种植体骨结合的组织学分析；１３．工程师
的革新技术－－智能化的３维活器官；１４．
土壤：生物相容性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当

代建筑材料；１５．适合生态建筑产品的新
材料；１６．人眼角膜中强迫对流失效机理
的分析；１７．通过微弧氧化的具有纳米结
构的磷酸钙／二氧化钛的多孔涂层的微观
结构和性能；１８．眼压变化的模拟。
　　本书各章由国际上该专题的著名专
家撰写，反映药物传递、种植牙体和填充

材料、生物相容的活性膜、表面涂料、生物

相容性和生态可持续的建筑材料等方面

的最新进展。

　　本书适合医学、生物系统和生物材料
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工程师、教师和

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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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ａｐＡ．Ｋａａｎｄｏｒｐ

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ｏｒｍｉｎＢｉｏｌｏｑｙ
１９９４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３ｒｅｐｒｉｎｔ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６３４０２４

分形模拟
生物的生长和形状

ＪａａｐＡ．Ｋａａｎｄｏｒｐ　　著
　　分形理论（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是由数学
家 Ｂ．Ｂ．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基于分形几何学提出
的研究分形性质的理论。分形起源于海

岸线问题：海岸线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

性，因此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把这种部分与整体以
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定义为分形。由于

分形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因此分形理论

得以在生物学、城市学等方面得到大量

应用，诸如生物体生长、城市扩张、数字

图像处理等领域。

　　该书内容是 Ｄｒ．ＪａａｐＡ．Ｋａａｎｄｏｒｐ将
自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计算生

物学博士学位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主要

内容是以珊瑚礁生长发育过程为例，基于

分形理论，并利用计算机科学、生物学、数

学模型系统地介绍生物生长、发育过程的

二维与三维模拟方法。

　　全书共６章：１．该书结构的介绍；２．生
物学对象的模拟方法，包括反映扩散方程

模拟、迭代方法等；３．以海绵动物与石珊
瑚为案例，论述了生长型的二维模型；４．
模拟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对比，对模型

进行修正；５．将第三章提到的二维模拟扩
展为三维模拟；６．全书的主要结论。
　　由于该书完稿时间是１９９４年，因而书
中有些方法能否适用于现在计算生物学

还需深究。但是通过阅读此书，可以让读

者学习到作者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方法，

尤其是针对交叉问题的研究。此外，该书

也为生态学家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如今生物学、生态

学中很多问题随着计算机、物联网与云计

算等新技术而出现新的前沿问题。而分

形理论的研究重点与应用方向也发生了

改变，比如在城市演化的研究中，分形理

论、自组织理论与异速生长理论为城市

学、生态学、地理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

新的思路。

全　元，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资环学院）

ＱｕａｎＹｕ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ＡＳ）

Ｄ．Ｏｌｂｅｒｓ

Ｏｃｅａ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２３４４９１

海洋动力学
Ｄ．Ｏｌｂｅｒｓ等　　著
　　海洋覆盖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球表
面，它大大地影响了大气及生态系统。为

了研究气象，必然要涉及海洋动力学。本

书是一本少有的把重点放在详细讲解物

理机制的海洋动力教科书。书中介绍了

基于流体力学、非平衡热力学和地球物理

流体动力学的大尺度海洋环流理论。对

基本定律、一般近似、海洋波动、海洋湍流

和涡动、风驱动环流、径向上翻及南半球

海洋环流作了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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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分为 ６部分，含 １６章和 ２个附
录。第１部分 基本定律，含１－２章：１．引
言；２．运动流体的守恒定律。第２部分 一
般近似，含３－５章：３．滤波近似；４．密度变
化的近似处理和浅水波近似；５．地转和准
地转运动。第３部分 海洋波动，含６－１０
章：６．声波；７．重力波；８．长波；９．海洋波
动的拉格朗日理论；１０．强迫波。第４部分
海洋湍流和涡动，含１１－１２章：１１．小尺度
湍流，讨论了均匀湍流的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理
论、湍流混合和不均匀三维湍流；１２．地转
湍流。第５部分 海洋环流理论，含１３－１６
章：１３．海洋受到的强迫作用，讨论了边界
条件、风应力、辐射海面热通量、湍流海面

热通量、净海面热通量、海面淡水通量；

１４．风驱动环流，论述了 Ｅｋｍａｎ螺线、Ｅｋ
ｍａｎ输送、Ｅｋｍａｎ抽吸、ｆ平面体系、Ｓｖｅｒ
ｄｒｕｐ体系、Ｓｔｏｍｍｅｌ体系、西边界流、ＢＡＲ
ＢＩ模式、斜温动力学；１５．海洋的经向上
翻、Ｓｔｏｍｍｅｌ?Ａｒｏｎ上翻模式、Ｓａｎｄｓｔｒｍ推
论、径向上翻的尺度定律、经向上翻的箱

形模式、经向上翻的纬向平均模式；１６．南
半球海洋环流。第６部分 附录：Ａ．数学基
础、流体力学场的描述、微分方程、随机场

的描述、坐标系统；Ｂ．海洋环流模式、等密
度坐标模式、ＢＡＲＢＩ：风驱动环流的一个模
式、谱模式以及箱形模式。

　　本书的阅读对象为物理海洋系、气象
系和物理系的研究生。具有学士水平的

物理、数学基础就可阅读本书，无须事先

具有物理海洋的知识。本书篇幅巨大，竞

有７０４页，附有大量参考文献及进一步阅
读书籍，适合从事气象、海洋及气候的研

究人员阅读参考。

陈雄山，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ＣｈｅｎＸｉ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Ｓ）

Ｒ．Ｃｈａｎｄｒａｐｐａ

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２８６８０３

固体废物管理
Ｒ．Ｃｈａｎｄｒａｐｐａ等　　著
　　大多数的固体废物管理方案是学者
和专家设计的，但是废物管理的实践是由

非专业者实施的，这是许多固体废物管理

项目失败的原因。固体废物管理需要更

多的常识，而不是复杂的、脱离实际的偏

微分方程的解决方案和财务计划。考虑

到这些问题，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汇集

新的理论和相关文献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含１４章，１．引言，介绍固体废物
管理的必要性；２．废物数量和特征，论述固
体废物的来源；３．存储和收集，讨论固体废
物存储、收集、传输和运输；４．材料回收和循
环利用、介绍固体废物的隔离、再使用和再

回收；５．处理，论述固体废物的填埋和焚烧；
６．生物医学垃圾，讨论家庭生物医学废物，
放射性废物、生物医学所用的汞；７．危险废
物，讨论危险废物的存储和运输及预防；８．
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废料，论述这种废物的

特点和数量，以及材料的处置；９．工业和商
业活动废物，介绍采掘业、基础产业、服务

产业、服务业等的废物；１０．放射性废物，讨
论废物分类、存储、处理、监视和监控；１１．
健康和安全问题，论述手动操作所需的预

防措施，储存和运输中的安全性；１２．环境
问题，介绍废物对空气、水和土壤，植物和

动物的影响；１３．受灾地区的问题，论述海
啸、地震、随意处置危险废物、洪水、战争、野

外火灾等问题；１４．固体废物和生活 ，介绍
废抹布、经销商、垃圾收集器，清洁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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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司机的固体废物。

　　本书适合废物管理相关领域的研究
人员、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吴永礼，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ＷｕＹｏｎｇ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Ｍｉｔｓｕｔｓｕｎｅ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４７１４２２７０

气候变化的减缓
Ｍｉｔｓｕｔｓｕｎｅ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著
　　目前，化石燃料提供了全球８５％以上
的一次能源，其燃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减

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与保持经济健康

发展、社会活动正常运转等紧密相关。世

界上各国政府与各种国际组织相继开始

发展各种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制定减缓

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措施。本书综合采用

“垂直”平衡方法和“水平”平衡方法，研究

和评估了气候变化减缓政策的响应及效

果。“垂直”平衡方法是着眼于气候减缓

措施的成本与效益对比的研究方法，而

“水平”平衡方法则是对比实施气候变化

减缓措施的各方面的成果，如全球环境、

能源安全与能源经济。

　　“这本书澄清：不能通过牺牲经济增
长、导致其他全球问题的方式来控制气候

变化；然而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刻不

容缓。气候政策必须是普遍的、多方位

的，必须渗透到国际政策的方方面面，但

也不能好高骛远，所以应该采用的方法

是：一个在减缓与适应、经济增长与资源

管理、短期发展的努力与长期创新性投入

之间保持平衡的方法。推荐阅读这本

书。”这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 Ｃａｒｌｏ
Ｃａｒｒａｒｏ对本书的评价。
　　全书共１１章：１．简介；２．气候响应策
略的最终目的及一个理想的、可行的国际

框架；３．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减缓目标
和成果共享；４．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
响应之间的平衡；５．减缓气候变化的成
本；６．减缓气候变化与适应气候变换之间
的平衡；７．政策与措施；８．提升能源效率
的潜力与障碍；９．技术扩散与发展；１０．日
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及其对日本能

源与气候政策的影响；１１．结语、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与交流。
　　本书适合气候学、能源与环境科学、
经济学以及从事环境政策研究的研究生、

学者、教授阅读。

刘　昊，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ＬｉｕＨａｏ，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ＭａｒｇｏｔＨｉｌ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４００７５７９５０

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管理
ＭａｒｇｏｔＨｉｌ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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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化与水资源问题日益突
出。近些年来，对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和智

利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水

资源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本书主要介

绍这两个地区的研究结果。阿尔卑斯山

脉和安第斯山脉虽然在地理上相隔遥远，

而在水文学和水资源上具有颇多相似之

处：降水型式的转变、多变的冬季积雪以

及退缩的冰川。这些也都导致径流量变

化，并引发可利用水资源量及其利用方式

的相关变化。作者研究了这两个地区的

适应能力对从未出现过的全球气候变化

的情形是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全书共 １６章，分为 ４部分：第 １部
分，应对“人类世”时代水资源管理的挑

战，包括１－５章：１．应对“人类世”时代
水资源管理的挑战；２．一个起点：理解管
理、有效管理与水资源管理；３．适应能
力、适应性治理和复原能力；４．适应能力
的评估；５．应用一个多管齐下的方法评
估适应能力。第 ２部分，介绍在智利与
瑞士境内的案例所处的区域，包括 ６－９
章：６．案例所处的地域：水文气候和治理

环境；７．在水资源综合管理（ＩＷＲＭ）背景
下的瑞士水资源治理；８．在水资源综合
管理（ＩＷＲＭ）背景下的智利水资源治理；
９．治理风险。第３部分，应用评估，包括
１０－１３章：１０．面对不确定性与变化的管
理；１１．适应能力的桥梁与障碍；１２．适应
能力的施行；１３．评估适应能力。第４部
分，开发与调动自适应能力的挑战，包括

１４－１６章：１４．平衡跨尺度引起的结构冲
突以便调动和开发自适应能力；１５．积极
了解与应对不确定性；１６．在基于技术的
世界中应对制度基础结构的挑战。

　　本书包含在智利和瑞士地区水资源
管理的实例，对其他地区的探索和研究也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适合气候学、地理学、

水文与水资源管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学

科的高年级研究生、教授、研究员等科研

工作者阅读。

刘　昊，博士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ＬｉｕＨａｏ，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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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Ｗｅｉｍｉｎ

Ｎａｎｏｉｍｐｒｉｎｔ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３４４２７５

纳米压印光刻技术
周伟民

　　近年来纳米压印技术迅猛发展，已
引起业界广泛关注。纳米压印是一种全

新的纳米图型复制方法，利用不同材料

之间的杨氏模量差，使两种材料之间相

互作用来完成图型的复制转移。与传统

的光刻工艺相比，压印技术不是通过改

变抗蚀剂的化学特性实现抗蚀剂的图形

化，而是通过抗蚀剂的受力变形实现其

图形化。纳米压印自 １９９５年被普林斯
顿大学纳米结构实验室的华裔科学家

ＳｔｅｐｈｅｎＹ．Ｃｈｏｕ教授提出后，在热压印、
紫外常温压印、微接触压印技术基础上

发展出了许多新工艺。

　　本书详细介绍了纳米压印技术的原
理、特点、关键技术、工艺及应用，主要涉

及压印研究现状、模板的制备和处理、压

印用光刻胶、压印工艺以及压印理论等

内容，着重阐述了纳米压印技术在半导

体光电器件、半导体存储器件等领域应

用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共１０章：１．引
言；２．纳米压印光刻原理及现状；３．模板
制备；４．模板表面处理；５．纳米压印光
刻胶；６．纳米压印光刻过程；７．纳米压印
光刻建模与仿真；８．纳米压印光刻在发
光二极管中的应用；９．纳米压印光刻在
内存器件中的应用；１０．纳米压印光刻在
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本书基于作者所在单位纳米加工技
术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以及近年来在纳米

压印方面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可供微纳

加工、电子器件、生物芯片等领域的科研

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

教材或参考书。

　　作者周伟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
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博士后，上海市纳米

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纳米科技实验

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纳米压印技术

研究。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ａＢｒａｙｎｅｒ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Ｄａｎｇｅｒｏｒ
ａＰｒｏｍｉｓｅ？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４７１４２１２６

纳米材料：危险还是希望
ＲｏｂｅｒｔａＢｒａｙｎｅｒ
　　纳米技术是一项相对较新而且广阔
的研究领域。随着纳米材料在商品中应

用的增加，如化妆品和防晒油、补牙填料、

水过滤的过程、催化、光伏电池等，人们对

于直接或间接接触这些纳米材料是否具

有毒性和其是否会造成环境影响产生了

越来越多的疑问。目前，这些问题尚未完

全阐明，纳米材料对活体细胞和环境空气

污染的毒性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领域。

　　本书对纳米材料的健康和环境问题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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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概述，同时尝试着回答如下问题：

纳米材料如何制成？可用来做什么？对

环境的影响怎样？可以把它们制作得更

好吗？并对纳米材料的寿命全程进行了

审慎评估。本书共１５章：１．多元醇工艺；
２．有机纳米粒子和生物有机纳米粒子合
成制备方法概述；３．量子点生物标志；４．
磁性纳米粒子在磁共振成像和热疗中的

应用；５．应用于药物投放的纳米材料；６．
光催化二氧化钛；７．用于环境监测生物传
感器设计的纳米技术基础；８．碳纳米管的
呼吸毒性；９．无机方式制造的纳米粒子的
命运和健康影响；１０．无机纳米粒子对环
境的影响和其物理化学行为；１１．微生物
上的ＺｎＯ和 ＣｄＥ（Ｅ＝Ｓ、Ｓｅ、Ｔｅ）量子点的
生态毒性影响；１２．纳米氧化铈结构、应
用、反应性与生态毒性；１３．来自可再生资
源的纳米材料；１４．新技术出现的新问题：
是否有关于纳米的法律？１５．政治生活中
纳米材料：民主国家的纳米技术。

　　本书内容涵盖了人造纳米材料、纳米
材料生命周期以及接触毒性相关方面的

知识，全面概述了相关领域的实际应用知

识，并对将来发展安全纳米科技提出了看

法，是纳米科技研究领域学生、研究员、制

造商和专业人士发展安全纳米科技的重

要参考。

　　作者 ＲｏｂｅｒｔａＢｒａｙｎｅｒ博士２００３年受
聘于巴黎狄德罗大学进行基础和应用研

究，研究领域包括：基于微藻类和纳米粒

子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纳米粒子的毒性

影响。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Ｂｉｏｃｈｉｐ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０３６９２

数字微流体生物芯片设计

与测试
赵阳等　　著
　　微流体生物芯片将样品制备、生化反
应、结果检测等步骤集成到生物芯片上，使

实验所用流体的量从毫升、微升级降至纳

升或皮升级，大大降低了生物检测过程中

样本的消耗，其中的微流体技术得到了人

们广泛的关注。数字微流体是一种新兴的

技术，它使得生物芯片具有了流体处理能

力。因此，基于数字微流体技术的生物芯

片可以自动进行实验，使得生化分析系统

具有连续采样和分析的能力，可以应用到

临床诊断、免疫测定和ＤＮＡ测序等工作中。
　　本书着重于开发一种计算机辅助设
计的数字微流体生物芯片优化框架，综合

了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设计问题，为数

字微流体系统的自动化设计、测试与诊

断、健壮与低成本以及可制造的实现提供

了一种全面的方法。

　　本书共７章：１．引言，概述数字微流体
以及自动化芯片设计与测试；２．液滴路由
交叉污染的避免方法；３．引脚限制的生物
芯片中流控操作同步；４．液滴路由与控制
引脚到电极之间的映射优化；５．内建自测
试和诊断；６．在线测试与测试产生；７．集
成控制路径设计与错误恢复；８．结论。
　　本书阐述了数字微流体生物芯片实
用设计自动化工具，以统一的方式处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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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设计问题；并把测试图样产生和错误

恢复技术应用于数字微流体生物芯片研

究中；使用真正的生物测定作为评价的例

子，生物芯片设计师可以利用本书讲述的

设计方法去评估各种设计方案，并进行设

计空间探索，以获得最佳的设计，同时为

从事数字微流控生物芯片研究的科研人

员以及高年级研究生进行数字微流控生

物芯片计算机辅助设计提供了宝贵的

参考。

　　作者 Ｋｒｉｓｈｎｅｎｄｕ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是美国
杜克大学电气与计算工程系杰出教授，研

究兴趣包括测试和设计可测试性集成电

路（特别是３Ｄ和多核芯片）；数字微流体，
生物芯片，并物理编码系统，最优数字印

刷和基础设施生产系统，在研项目包括数

字微流体芯片冷却，无线传感器网络和实

时嵌入式系统。作者赵阳是 Ｋｒｉｓｈｎｅｎｄｕ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教授的博士生，现为 ＡＭＤ公
司高级ＡＳＩＣ设计工程师。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ＨｕｓｒｅｖＴａｈａＳｅｎｃａ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０７５６０

数字图像取证
ＨｕｓｒｅｖＴａｈａＳｅｎｃａｒ等　　编著
　　照片被用作记录事件、人物和地点已

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随着创新的设备和技
术的广泛使用，拍摄获得的图像数量不断

增加，数字图像现在已是无处不在。技术

的进步，使得数字媒体及数字图像已经成

为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它们被用作法庭

上的证据、病历的一部分以及财务文件。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些以前从未遇到的问

题，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即数字

图像取证。数字图像取证所获得的定量

证据关注数字图像的来源和真实性。在

实践中，数字图像取证，可以简单定义为

如下过程：第一步，在可疑装置中获取图

像证据，以及对这些提取出来的图像进行

更有效地搜索和组织；第二步，对图像的

源属性和认证进行分析；第三步，取证专

家在法庭中给出有关调查结果。

　　本书探讨了数字图像已经变得比以
往法律和医学证据更加无处不在的原因。

其主要目的是从研究人员、执法人员和法

律专业人士的角度，以及数字图像取证的

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地概述和理解，提供数

字图像取证的整体概况。希望本书对数

字图像取证技术领域感兴趣及参与研究

的学生、研究人员、取证专家、执法人员和

摄影爱好者的学习、研究、应用及设计有

所帮助，激励读者在这一新兴领域有新的

发现。

　　全书由４部分组成。第１部分主要解
决数字图像在数码相机创建问题、图像的

不同格式及存储特性和如何从存储设备

中提取、恢复图像证据；第２－３部分提出
对于图像取证分析中已有的最先进的科

学及学术上安全的处理方法，集中研究了

图像源属性和图像真实性验证问题，为读

者呈现了自然图像的特点，并描述了用于

检测图像是否被篡改、合成，以及怎样从

图像中获取真实图像的技术；第四部分介

绍了图像取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即法庭

上的数字图像的有效性问题，并从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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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介绍了反取证。

　　另外，本书也分析了在数字图像领域
中的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即如何系统

地、详细地处理新的应用中的准确性？图

像看起来真实，但是否果真如此？相机拍

摄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图像中有没有

被篡改或细微改变的地方？本书对这些

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本书适合人工智能、数字图像处理等
专业研究生阅读和参考，亦可作为对数字

图像及数字图像取证研究感兴趣的其他

专业学生或摄影爱好者的参考书。对于

在数字图像处理、数字图像取证以及法庭

取证方面的研究人员或执法人员，本书也

会提供很有用的帮助。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ＹｕｎＦｕ

Ｇｒａｐｈ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ｆ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４４５６５

用于模式分析的图像嵌入
ＹｕｎＦｕ等　　编著
　　用于模式分析的图像嵌入广泛应用
于统计学、机器学习、图像处理、计算机

视觉等。近年来，图像嵌入模式识别受

到学术界和工业界机器学习领域的专家

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关注。本书介绍

图像嵌入理论、计算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如非线性流形图、线性化方法、基于图形

子空间分析、超图、无向图，各章均为读

者提供了相关个案研究，给出了实验与

应用数据。

　　全书由１０章组成：１．向量空间中显
示图像嵌入的属性图多层次分析。主要

内容有结构与统计模式识别、显示与隐

式图像嵌入理论、显示图像嵌入属性图

多层次分析原理及其应用；２．无向图的
功能分组和选择。本章首先介绍了凸方

法与非凸方法原理和算法实现，接着给

出了两种方法的实验结果并进行了分析

与总结；３．图像嵌入到向量空间的中位
数图计算。介绍了图、图编辑距离、图间

加权均值和中位数图概念，给出了非凸

法，提出了中位数图的详细计算方法；４．
图像嵌入的局部调整。描述了局部对齐

框架，它结合了现有的基于流形学习的

降维算法，并提供了一种针对具体算法

设计的通用平台，介绍了该框架扩展知

识：非负矩阵分解、多视图学习、迁移学

习、主动学习和学习稀疏；５．通过图像嵌
入改进分类。本章首先简要回顾了相关

的分类方法，随后详细介绍了针对增强

分类方法的特征子空间变换，最后对其

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对实验结

果进行了评价；６．使用 ｌ１图进行高维数
据分析。介绍了 ｌ１图的相关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针对于各种机器学习的面向图

像的算法，详述了 ｌ１图在使用中的稳定
性能；７．黎曼流形上视觉识别的图像嵌
入判别分析。介绍了一种将黎曼流形嵌

入到再生核 Ｈｉｌｂｅｒｔ空间中的图像嵌入方
法和许多基于核的学习算法；８．一种针
对子空间学习灵活有效的线性化方法。

本章介绍了一种应用于半监督和无监督

的子空间学习灵活的流嵌入方法；９．一
种应用于挖掘多源异常的多光谱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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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介绍了一种使用多信息源的不一致

行为对象的检测方法，并验证了该方法

的效果；１０．语音识别中图像嵌入的应
用。探论了图的可视化、语音流嵌入和

扬声器比较与补偿问题，讨论了语音矢

量表示基本方法，介绍了使用矢量表示

图像嵌入和语音语料库可视化、扬声器

比较的多种技术与特征和使用随机漫步

理论处理扬声器补偿。

　　本书可作为机器学习、图像处理、计
算机视觉等相关专业且在本科修读过图

像嵌入课程的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是图

像嵌入模式识别领域研究人员很好的参

考书籍。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ＳｕｂｒａｔａＧｏｓｗａｍｉ

Ｉｎｄｏ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１３７６９

室内定位技术
ＳｕｂｒａｔａＧｏｓｗａｍｉ
　　ＧＰＳ是通用定位技术，但其有很明
显的缺陷———室内不能定位，无法满足

室内导航的要求，因此如何弥补 ＧＰＳ室
内定位的缺陷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室

内定位技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室内环境

中位置定位，主要采用无线通讯、基站定

位、惯导定位等多种技术集成形成一套

室内位置定位体系，从而实现人员、物体

等在室内空间中的位置监控。随着智能

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地

图与导航类软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

代———室内导航。近几年来，包括谷歌、

微软、苹果、博通等在内的一些科技巨

头，还有一些世界有名的大学都在研究

室内定位技术。

　　本书面向室内精确定位所带来的挑
战，总结了自ＧＰＳ技术出现以来我们几十
年研究工作与室内定位需求之间的差距；

内容涵盖了室内定位的基本技术，讨论了

ＧＰＳ、ＴＤＯＡ和ＲＳＳＩ等现有的定位系统，讲
述了芯片、软件、算法和体系结构等重要

定位实现细节，指出了终端到终端的覆盖

范围与方式存在的问题。本书共７章。１．
引言；２．通讯技术；３．射频定位；４．全球定
位系统（ＧＰＳ）；５．非无线电室内定位系
统；６．一些现实室内定位系统；７．定位
市场。

　　本书阐述了近期定位技术与需求市
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分析了不同研究领域

如芯片、信号和图像处理、无线通讯和软

件等在定位研究中的贡献，每个章节讲述

一个室内定位的具体内容，是从事室内定

位技术研究人员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生的

重要参考书。

　　作者 ＳｕｂｒａｔａＧｏｓｗａｍｉ博士是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ｍｏｄｅ系统公司的工程管理人员，致力于
开拓 Ｓｔｅａｌｔｈｍｏｄｅ系统移动无线空间新
技术。

杜利东，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ＤｕＬ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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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ｏｂｏｄａｎＮ．Ｖｕｋｏｓａｖ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６１４０３９９９

电机学
ＳｌｏｂｏｄａｎＮ．Ｖｕｋｏｓａｖｉｃ
　　本书为电气工程师提供了电机的基
本知识，从工程应用角度以直观的方式介

绍了电－机能量转换原理，便于理解和记
忆。本书能使读者全面理解电机的电气

和机械性能、电机的稳态和瞬态特性、能

量转换中的损耗、电机的效率和电机冷

却、稳态和瞬态安全工作区的评估、电源

的需求以及变频器，系统地介绍了直流电

机、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差异，讲解了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一些典型应用。

　　本书共有２２章：１．绪论，主要介绍了
电机的基本特性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２．
电－机能量转换，介绍了电磁场向机械场
转换过程中力与转矩的基础知识；３．电磁
耦合场，内容包括静电场能量变换，磁场

能量变换；４．磁路，内容包括磁路的基本
知识，涉及磁阻，磁场能量，参考方向和磁

路损耗等；５．旋转电机，内容包括旋转电
机的构成和部件，旋转电机的各种基本定

义；６．电机建模，内容包括电机建模的数
学基础、忽略的参数、各项特性的表达式

等；７．单供电与双供电能量变换器，主要
介绍了定子单独供电、定子转子同时供电

的电机分类与特性，简单介绍了直流机、

同步机、异步机；８．气隙中的磁场，内容包

括定子在气隙中产生的轴向、横向、切向

磁场，转子在气隙中产生的轴向、横向、切

向磁场；９．能量、磁链与转矩，内容包括气
隙中的能量，电磁转矩的产生，磁链与电

磁场的建模；１０．电动势，内容包括单匝线
圈产生的磁动势，绕组产生的磁动势，以

及谐波的分析；１１．直流电机，内容包括直
流电机的基本组成部分，磁动势与电磁转

矩的计算；１２．直流电机建模与供电，内容
包括直流电机的解析模型，等效电路与供

电的主要方法；１３．直流电机特性，内容包
括直流电机特性，控制方法与损耗计算；

１４．异步电机，内容包括异步电机的基本
组成部分，基本电磁参数的计算；１５．异步
电机建模，内容包括异步电机的解析模

型，常用坐标系变换等；１６．异步电机稳态
运行，介绍了异步电机稳态运行时的特性

与计算；１７．异步电机调速，介绍了异步电
机的调速和控制方法；１８．同步电机，内容
包括同步电机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电磁

参数的计算；１９．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介
绍了同步电机的解析模型；２０．同步电机
稳态运行，介绍了同步电机稳态运行时的

特性与计算；２１．同步电机瞬态，介绍了同
步电机的瞬态特性与数值模型；２２．同步
电机变频控制，介绍了同步电机变频控制

的各种方法。

　　本书适合作电气工程专业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材，同时适合作为电机传动领

域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的参考书籍。

宁圃奇，博士，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Ｐｕｑ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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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ａｃｋ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ｏｄＡｐ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３０２５７４６２

学习安卓应用开发
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ａｃｋｓｏｎ　　著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移动
终端越来越普及，移动终端的灵魂———操

作系统的创新、优化和升级成为各互联网

公司的主要阵地。而由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研发
的应用于移动终端的安卓系统（即“Ａｎ
ｄｒｏｉｄ”，以下简称安卓）占据了移动终端系
统的半壁江山，那么安卓的魅力何在，本

书可以成为你的首席军师，助你开发自己

的安卓应用。

　　作者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ａｃｋｓｏｎ是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的商业经济学学士、美国南加州大

学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及营销策略专

业的硕士。从二十多年前起，他一直在领

先的多媒体出版物上介绍他在新媒体内容

开发方面的工作。过去数年，他撰写了一

些流行的有关安卓应用开发的书籍。

　　全书内容共分为 １９章：１．创建安卓
４．２的集成开发环境：获取、安装、配置安
卓开发环境；２．探索安卓应用开发：安卓
的Ｌｉｎｇｏ版本及创建你的第一个名为 Ｈｅｌ
ｌｏＷｏｒｌｄ的应用；３．Ｊａｖａ的安卓入门：加强
我们的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应用；４．使用 Ｖｉｅｗ
Ｇｒｏｕｐ类的布局和活动；５．安卓的意图和
活动：增加应用的交互性；６．安卓用户界
面设计：通过 ＸＭＬ使用视图和小部件；７．
安卓的图形设计：概念和技术；８．合成高
级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的安卓；９．安卓图片
动画：基于帧的动画、使用 ＸＭＬ结构；１０．
安卓矢量动画：通过 ＸＭＬ结构的程序动

画；１１．视频简介：概念和优化；１２．安卓中
的数字视频：使用 ＶｉｄｅｏＶｉｅｗ类；１３．音频
简介：概念和优化；１４．在安卓中播放音
频：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ｙｅｒ类；１５．音频测序：安卓的
ＳｏｕｎｄＰｏｏｌ类；１６．安卓意图：应用程序间的
编程；１７．安卓服务：使用后台处理；１８．广
播接收机：安卓的应用程序间通信；１９．安
卓内容提供商：数据存储访问。

　　学习一个全新领域的技术，需要找到
一本适合自己的教材进行正确的引导。

本书中，作者以大家最熟知的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
作为引子，为读者揭开安卓的面纱。实际

上，所有的学习过程都是由浅入深的。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应用是安卓系统自带的应用，
只要用户创建一个新的工程，这个工程便

是可执行的会显示“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的应用
包了，在仿真器和搭载安卓系统的终端上

都可以正常运行。但这并不代表安卓呆

板，相反，安卓作为一个系统，给开发人员

提供了核心支撑和许多接口，开发人员可

以在安卓系统上开发出各种功能的应用。

　　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丰富这个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应用。因此，即使读者尚无自
己的设计，也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最终开

发出来一个功能丰富、用户体验尚可的安

卓应用来。通过这个过程，读者便会对安

卓系统有个整体认知，在以后更加复杂的

功能设计与实现过程中游刃有余。

　　由于安卓是使用 Ｊａｖａ语言进行开发
的，因此本书的读者最好能够接触过一些

程序语言。如果不曾系统学习过 Ｊａｖａ语
言，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浅显地介绍了 Ｊａｖａ
语言的规范、用法，与其他的编程语言是

类似的。总的来说，阅读本书基本没有门

槛，只要你对安卓系统有兴趣，希望能够

在安卓的世界里自由驰骋，这本书绝对可

以助你一臂之力。

冯多，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ＦｅｎｇＤｕｏ，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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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ｔＰａｎｄ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４４７１４４５８８

嵌入式多媒体安全系统
ＡｍｉｔＰａｎｄｅ等　　著
　　在过去的几年里，多媒体通讯获得了
很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移动和嵌入式器件

领域，如无线传感器。多媒体应用程序是

数据密集型的，因此，相对于普通的数据

编码程序和加密应用程序，它需要特殊的

对待。在现代社会，多媒体技术已成为一

股强大的力量，它和因特网一起，已经成

为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信息化社会发展
的两个重要技术动力之一。对于从移动

设备产生的视频的处理，如智能手机和无

线传感器获取的视频，增加了多方面的需

求，如功耗、多媒体内容的保密和隐私，已

经成为业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激发读者产生创造性

思维，提出视频加密问题新方案，而不是

单纯地作为一本教科书，使读者对嵌入式

多媒体系统的安全算法有一个深入地了

解。本书摆脱了以往的设计方法，即单独

地设计压缩和加密算法，然后将其与已有

架构进行结合；提出了从架构、编码（压

缩）和加密三者结合的角度出发，进行完

整的整体设计。

　　全书由两部分组成，共８章。第１部
分为多媒体系统基础，包含第１－３章：１．
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视频编码技术，然

后讨论了嵌入式系统和可重构的体系结

构，以及现有文献中提及的有关多媒体安

全性及加密基础知识；２．多媒体加密技术
中的进展。讨论了多媒体加密问题，并介

绍了几种常见的多媒体加密算法，如后压

缩加密算法、先压缩加密算法、选择性加

密算法和联合压缩加密方法，给出了进行

联合压缩加密方法的原因；３．使用联合压
缩加密算法保护多媒体内容。介绍了联

合压缩加密算法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作者

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 ２部分为实例部分，包含第 ４－８
章：４．多态小波变换。绍了使用多态小波
变换的动机及作者对它的一些领悟，以及

小波变换的应用背景及相关工作，其中涉

及离散小波变换的硬件体系结构，讨论了

多小波滤波器的参数化滤波器设计、数值

分析、候选滤波器选择及硬件架构。然后

介绍了固定点实现及硬件（重新）分配方

法，包括在传输过程中切换技术与位宽切

换技术，给出了实验对比验证结果；５．安
全的小波变换。介绍了离散小波变换中

的参数建设问题及子带重定向问题和小

波变换的安全性问题，讨论了采用可重构

常数乘法器对硬件的架构进行优化；６．混
沌滤波器组。本章首先介绍了混沌与密

码、小波与混沌滤波器组，引入混沌映射

的小波滤波器组思想，介绍了修改混沌滤

波器组方法及小波参数化，然后分析了混

沌发生器的电阻对安全性影响，以及如何

进行安全性增强和硬件实现；７．混沌算术
编码。介绍了分段线性混沌映射的算法

编码的主要思想、压缩效率与执行效率，

论述了该方法的安全性，讨论了它的体系

结构与硬件实现，介绍了多霍夫曼表、随

机算术编码、安全算术编码等相关工作。

　　本书中在每一章后均列出了十分齐
全的参考文献，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正文

中提到的某些问题。本书的结构是自成

系统的，对于在多媒体安全系统领域有所

研究的读者，可以独立使用。

　　本书适合从事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
程和电气工程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

一年级研究生阅读和参考，并可以作为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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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视频）编码、加密及硬件实现研究

感兴趣的其他专业学生的参考书。对于

在多媒体、通信、安全、半导体和计算机产

业的很多专业人士，如：软件固件／算法工
程师、硬件工程师、芯片与系统架构师、技

术营销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本书也将提

供很有用的帮助。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ＪｏｒｇｅＬ．Ｃ．Ｓａｎｚ

Ｉｍ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６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６３５２８１

图像技术
ＪｏｒｇｅＬ．Ｃ．Ｓａｎｚ　　编著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图像处理和机
器视觉领域的研究就一直备受研究人员

的关注。目前，图像技术已在商业和工业

中广泛应用，并获得了不同商业领域越来

越多的认可。新的算法和新的电子器件

的问世，为创造更大、更复杂的图像应用

程序铺平了道路。本书涉及了一系列的

图像处理及机器视觉领域中备受关注的

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一些基础知识和图像

处理与机器视觉技术，介绍了一些具体的

应用和有前景的技术，并回顾了该领域的

一些基本问题。

　　全书共２３章：１．移动机器人视觉；２．
单目图像序列的三维约束：理论和算法；

３．机器视觉中选择性注意模型和空间变
异检测的整合；４．机器视觉中彩色图像建

模；５．一种基于ＭＤＬ多波段图像分割的快
速算法；６．一个用于估算人流的视觉系
统；７．用于地铁站自动视觉拥挤估计的贝
叶斯网络；８．后视影像的汽车牌照识别；
９．使用混合电路的视觉质量自动控制系
统；１０．一种基于图像分析的用于凹版印
刷质量评估的方法；１１．水下自动航行视
觉系统；１２．机械零件视觉检测；１３．工业
应用中的纹理分析；１４．光照不变性的图
像处理方法；１５．亚像素峰值检测算法的
比较；１６．样条曲线和样条拟合修正；１７．
快速的共焦光学检测系统算法综述；１８．
飞机的透视航空影像定性识别；１９．扫描
探针显微镜：趋势和图像处理的问题；２０．
图像信息建模研究进展；２１．内容驱动型
拉普拉斯金字塔分解的医学图像无损压

缩；２２．多媒体应用中的视频压缩；２３．子
带图像和视频压缩中的方向性与可扩

展性。

　　本书的特点是对每一章所提到的方
法、技术和具体应用都进行了详尽地阐述

与解释，大部分章节后列出了十分齐全的

参考文献，便于读者作进一步地研究正文

中提到的具体问题。另外，本书没有涵盖

图像处理和机器视觉的各个领域，主要目

的是为意图对图像处理和机器视觉有深

入了解的学者或专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

础，并引发相关研究人员的思考，进而提

出新的处理方法。

　　本书适合机器人学、图像处理、机器
视觉、视频处理等专业的低年级硕士研究

生阅读和参考，亦可作为对图像处理和机

器视觉技术研究感兴趣的其他专业学生

的参考书籍。对于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人

员或专家，本书将会提供意想不到的

帮助。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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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ａｒｄｂａｃｋ
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６４２３０６２０４

图像处理中的计算智能
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等　　编著
　　基于计算智能的技术作为可行的、数
学工具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它们广泛

地应用于许多系统和领域，诸如：信号处

理、自动化控制、机器人学、电力系统等。

图像处理也吸引了众多对基于计算智能的

技术应用感兴趣的研究者，是一个很受关

注的研究问题及现实问题。最初，大部分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发展常规模糊系

统、神经网络和基于遗传算法的解决方案

上。随着基于计算智能的很多分支技术的

提出，有效地解决了涉及多维非线性数学

问题中本质的图像处理问题。目前，基于

计算智能的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图像处

理中。

　　全书由４部分组成。第１部分 图像预
处理算法，包含第１－４章：１．基于２型神经
模糊技术的改进数字图像增强过滤器。本

章系统地介绍了２－型神经模糊系统在图
像增强中的应用；２．采用 ＰＳＯ调谐区域均
衡化的局部均衡图像对比度增强。介绍了

全局直方图增强原理，处理过程与基于ＰＳＯ
参数优化及其算法流程；３．基于模糊熵阈
值的混合ＢＢＯ?ＤＥ算法。介绍了模糊集理
论与利用其进行的图像模型、三级阈值等

概念，描述了基于生物地理学最优化算法

和改进的差分生物地理学最优化算法；４．
一种图像分割遗传程序设计方法。以分类

的角度看待图像分割问题，利用遗传程序

设计方法进行图像分割，介绍了遗传编程

的思想及一些实验测试结果。

　　第２部分 图像压缩算法，包括第５－７
章：５．基于模糊聚类矢量量化的图像压缩。

介绍了现有模糊聚类的矢量量化技术概

述，并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模糊聚类的图像

压缩算法；６．利用模糊变换进行图像图层压
缩与重构。本章讨论了模糊矩阵表示图像

的原理，利用模糊变换与反模糊变换进行

图像图层压缩与重构；７．基于矢量量化图像
压缩的改进细菌觅食优化技术。介绍了用

于解决图像压缩中矢量量化问题的ＢＦＯ算
法，并提出了一种自适应ＢＦＯ算法。
　　第３部分 图像分析算法，包括第８－１２
章：８．动态图像序列中近似模板匹配的模糊
条件敏感分层算法。讨论了使用决策树进

行动态图像序列模板匹配的分层算法，利

用模糊条件进行精确匹配，介绍了该方法

在不同情感状态下人眼的模板匹配；９．压缩
图像的模糊关系方程的压缩数字水印字符

串。描述了利用模糊关系方程的压缩图像

的水印篡改检测，介绍了采用嵌入不同二

进制水印的模糊关系矩阵方法；１０．研究人
脑图像配准过程中使用的互信息与进化算

法。介绍了医学图像配准、感兴趣区域提

取方法及其处理过程，介绍了基于遗传算

法的搜索策略；１１．随机优化算法在图像检
索问题上的应用；１２．一个消除红眼的基于
聚类的推进策略。讨论了如何利用的格雷

码特征空间概念提升红眼识别算法辅助分

类器的功能。

　　第４部分 图像推理算法，包括第１３－
１５章：１３．通过分形分析对前列腺的病理
图片进行分类。介绍了使用分形维数与

其他多类别特征结合对图像进行特征提

取；１４．多目标粒子群算法的高光谱图像
聚类。介绍了该方法的原理及工作过程；

１５．一种从物体的唇部轮廓（Ｌｉｐ?Ｃｏｎｔｏｕｒ）
进行情感识别的计算智能方法。

　　本书适合计算数学、计算智能、数字
图像处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阅读和

参考，亦可作为对图像处理中的计算智能

研究感兴趣的相关教师、工程师、研究人

员以及其他专业学生的参考书。

张进兴，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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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ｏｉｍｐｒｉｎｔＬｉ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５）

!!!!!!!!!!!!!!!!!!!!!!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ＤａｎｇｅｒｏｒａＰｒｏｍｉｓｅ？ （１５）
!!!!!!!!!!!!!!!!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Ｂｉｏｃｈｉｐｓ （１６）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 （１７）
!!!!!!!!!!!!!!!!!!!!!!!

Ｇｒａｐｈ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ｆｏｒ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８）
!!!!!!!!!!!!!!!!!

Ｉｎｄｏ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１９）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２０）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ｏｄＡｐ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１）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２）
!!!!!!!!!!!!!!!!

Ｉｍ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３）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