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编 辑 说 明
1、《地学新书资源推介》立足“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地质调查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地学文献服务支撑作用”的目标任务，瞄准地调局业务布局中的科技需
求，调研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动态，努力采集最新最全的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
为广大地质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提供文献资源资讯。
2、本推介为“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二级项目成果之一，每年根据需
求不定期发布。
3、本专辑重点推介馆藏 2020 年后出版的与地质灾害相关的图书和国内标准
规范目录。
4、读者如需其它相关文献，可登陆图书馆网页，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
多种图书馆服务客户端进行文献的检索、咨询和借阅:

中国地质图书馆门户网站
提供馆藏文献资源检索、在线咨询服务、各类专题数数据库发布等。

移动数字图书馆
移动数字图书馆 APP，支持安卓、苹果客户端，提供 WAP 网页。

中国地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提供个人借阅查询、预约情况以及阅读馆藏电子资源等。

地学圈
中国地学开放资源文库与学术社交平台——地学圈。

文献资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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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图书
崩塌
责任者: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14-3
出版年: 2020
页码: 75 页
索书号: 484.053/74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了崩塌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引发因素、识别防范、临灾避险、
分布情况、典型案例等方面。

冰冻圈灾害学
责任者: 温家洪, 王世金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473-1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 121 页
索书号: 875.6/64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冰冻圈灾害是冰冻圈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降低冰冻
圈灾害风险，减轻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影响是保障冰冻圈地区居民 生命财产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书以作者在该领域多年的教学和科 研积累为基础，
结合国内外最新的前沿理论和实践进行编写，主要内容包 括冰冻圈灾害的基本
概念、理论与方法，冻圈圈灾害风险分析的基本方法， 冰冻圈灾害类型、时空
分布，气候变化与冰冻圈灾害，陆地冰冻圈灾害、 海洋冰冻圈灾害和大气冰冻
圈灾害的成因、影响和防治，以及冰冻圈灾害 风险管理等。

测震仪器原理仿真与实践
责任者: 韩智明[等]编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127-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0 页
索书号: 263.40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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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测震仪器为基础, 概述了中国地震局测震台网的基本架构, 重点分
析了测震台网核心--地震计的拾震原理, 之后对典型的动圈式地震计和电容式强
震计的各部分结构进行了仿真分析; 并以某款动圈式地震计为例, 介绍了设计、
加工、组装的实践操作过程; 最后, 介绍了地震计的标定原理和方法, 以及一款
地震计数据采集器的设计过程。

朝鲜半岛历史地震〃海啸〃火山喷发 : 公元 2 年—1904 年
责任者: 李裕澈编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274-0
出版年: 2021
页码: 485 页, [4]页图版
索书号: 263.921/27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为整理和分析研究朝鲜半岛历史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史料的总结。
全书共分七章，第 1 章介绍了朝鲜半岛地震地质构造背景；第 2 章简述了朝鲜半
岛历史沿革与历史文献：第 3 章汇编了朝鲜半岛地震历史资料；第 4 章编撰了朝
鲜半岛历史地震目录：第 5 章对朝鲜半岛破坏性历史地震史料做了分析与研究；
第 6 章对朝鲜半岛历史海啸影响做了研究；第 7 章对朝鲜半岛火山喷发史料做了
考证和研究。

重庆市三峡库区滑坡涌浪灾害评价与风险评估技术要求
责任者: 陈丽霞等编著,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中心编制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940-6
出版年: 2020
页码: 52 页
索书号: 479.2032/61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十一个部分，内容有：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定、滑坡和河道地质环境条件调查、承灾体调查、滑坡运动速度计算等。

陈运泰院士论文选
责任者: 陈运泰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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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853 页, [44]页图版
索书号: 263.082/61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选录了陈运泰院士自 1971 年至今所发表的 60 篇论文。内容涉及震源
理论、地震预报、地球内部结构等，是陈运泰院士地震工作生涯的学术成果集锦。
另外，还收录了陈运泰院士珍贵的工作剪影、培养的博士及硕士名录、论著目录
及学生、同事撰写的 8 篇回忆性文章。

城市地灾治理 : 基于 InSAR 技术的现代治理模式 MARG
责任者: 沈体雁, 李吉平, 张庭瑞著
出版者: 经济日报出版社
ISBN: 978-7-03-068764-7
出版年: 2020
页码: 504 页, [12]页彩图版
索书号: 484.3/24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认识城市地灾、城市地灾治理形势与经验、基于 InSAR 技术的现代
城市地灾治理模式 MARG 三部分。引导读者从城市地灾的界定和六大城市地灾
的识别开始，对城市地灾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建立一个基本认识；期望通过全球和
中国城市地灾治理形势、现状、问题、经验的梳理研究，对城市地灾治理的理念
思路、体系机制和技术方法等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所启示；以具体指导读者利用
InSAR 技术解决城市地灾治理现实问题为目标，对 MARG 模式“天眼、地耳、
大脑、喉舌、手脚”的组建、应用、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城市灾害与城市减灾法治理念契合研究
责任者: 王建平, 蒋佶良, 李臻著
出版者: 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14-7926-1
出版年: 2021
页码: 278 页
索书号: 875.6/12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法治视角探讨了城市灾害的控制，是法治理论在我国城市风险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内容包括：城市灾害法治能力研究；
城市常规灾害减灾法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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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防灾与应急管理
责任者: 翟宝辉, 袁利平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422-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页, 373 页
索书号: 875.6/80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包含了对城市的认识、城市综合防灾基本理论、城市综合防灾与应急
管理政策和法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城市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综
合防灾标准与技术支撑、城市综合防灾与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和演练、我国中央和
地方应急反应体系等 10 章内容。

城市综合数字防灾 : 地震及次生灾害情景仿真与韧性评估
责任者: 许镇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692-1
出版年: 2021
页码: 354 页
索书号: 263.7/55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城市综合数字防灾”的新理念下，阐述了城市地震及次生灾害情
景仿真与韧性评估的研究，为城市防震减灾提供了一套“数字防灾”方案，同时
也结合信息技术对国际防灾领域关注的“多灾害”“地震韧性”等热点问题进行
了新探索。全书共包括 11 章，分别为：城市建筑数据获取；城市震害情景仿真
高性能计算；城市地震次生火灾情景仿真；城市地震次生坠物情景仿真；城市震
害情景高真实感可视化；城市地震损失评估；人员避难与疏散安全评估；城市建
筑与道路功能地震影响评估；城市震后灾情评估等。

城镇社区防震减灾知识读本
责任者: 河南省地震局编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053-1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8 页
索书号: 263.7053/39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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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书分六章，内容包括：地震基本知识、地震灾害、地震测防、建设地震
安全社区、地震应急、建设安臵社区。

尘暴 :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 25 周年纪念版
责任者: (美)唐纳德•沃斯特著, 侯文蕙译
出版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4-14005-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37 页
索书号: 875.609/25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生态学和人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尘暴的故事。作者通过对 20 世纪美
国南部大平原尘暴发生原因的探究和揭示，说明了尘暴是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产
物，并对现代美国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省。他还特别注意探讨这些情况今
日是否依然存在，以及它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带来甚至更为严重的危机。在这本书
首版 25 年后，沃斯特又将尘暴与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联系起来，进一
步思考了大平原的现状以及一场“新尘暴”的威胁。

川藏交通廊道山地灾害演化规律与工程风险
责任者: 崔鹏, 邹强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8764-7
出版年: 2021
页码: 432 页
索书号: 484/632-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川藏交通廊道山地灾害研究为重点，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川藏交通廊
道孕灾环境条件与工程地质分区、灾害类型与分布规律、成灾模式与危险性分区、
形成机理与发展趋势；在区域规律论述的基础上，阐明了强震条件下山区道路斜
坡灾变机理、山地灾害动力学特性与道路工程风险，并提出了复杂脆弱环境铁路
工程低频大灾风险调控减灾选线策略、道路灾害防治对策与关键技术。

大山里的长尾龙 : 被困深山
责任者: 铁永波著, 谯梁绘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98-0
出版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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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27]页
索书号: 484.053/99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泥石流是山区最为常见的一种地质灾害，可能许多城里人会觉得它离我们
很远，但事实上，因游客到山区旅游或露营而遭遇泥石流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
掌握泥石流基本知识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极为重要。《大山里的长尾龙——被困深
山》是一本专门针对 10 岁以下小朋友的泥石流科普绘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
述了泥石流是如何形成的，是对泥石流知识的铺垫。

大型滑坡监测预警与应急处臵 (2 版)
责任者: 许强, 汤明高, 黄润秋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750-3
出版年: 2020
页码: 458 页
索书号: 479.2/552/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滑坡变形－时间曲线特征、滑坡地
表裂缝发展演化规律，以及滑坡时间－空间综合预警预报理论和技术方法；第二
部分介绍了大型滑坡应急处臵思路、原则和主要工程措施；第三部分介绍近年来
成功监测预警和应急处臵的几个典型滑坡实例。

大震地震动场的实时估计
责任者: 冯继威[等]著
出版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4-5000-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58 页
索书号: 263.4/65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关于“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专著，专业性较强，可为相关研究提
供一定的基础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全书共 4 章，内容包括地震预警相关基本知
识、地震预警震级的确定、断层破裂主方向和破裂方式的快速确定、地震动场的
实时估计等。本书针对地震预警系统中大震地震动场的确定，系统地对相关知识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分析和研究。为了突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本书选用
大量的地震实例进行验证，并加以分析。本书的研究内容旨在地震发生后能快速
估计出地震动场的分布，为地震预警系统快速准确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提供依据，
为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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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暴雨作用下叶城风积土边坡破坏特征研究
责任者: 尚彦军[等]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946-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5 页
索书号: 484/35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对以叶城为代表的南疆风积土在强降雨条件下发生滑坡一堵沟
形成堰塞湖一溃决型泥石流的灾害链现象进行调查、观测和机理研究，了解其物
理、水理及力学特点。对长期蠕变到降雨条件下发生水土流失或滑坡分异现象进
行了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本书采用理论、试验和防灾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
究，是笔者最新研究成果。

地裂缝
责任者: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16-7
出版年: 2020
页码: 86 页
索书号: 484.053/61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地裂缝灾害简介、地裂缝危害、地裂缝成因、地裂缝形成及
影响因素、地裂缝发育特征、地裂缝防治，另外聚焦中国高铁与地裂缝以及我国
主要城市地裂缝…

地下浅层空间中震源被动定位方法研究
责任者: 李剑著
出版者: 新华出版社
ISBN: 978-7-5166-4913-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2 页
索书号: 263.4/27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地下浅层复杂空间中震源高精度被动定位的问题，结合深层天然
震源定位原理、阵列化物理场反演重建方法以及深度学习的优势，以基于无线传
感器网络的地下震动场信息获取系统设计和基于阵列化信息反演的震源定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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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构建为研究核心，重点介绍了从震动场多维信息传感、阵列化信息获取与传输
等。

地震
责任者: 黄周传编著
出版者: 南京出版社
ISBN: 978-7-5533-2720-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2 页
索书号: 263.053/589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地震》是“应急避险”丛书第一辑(共 4 册)中的一本。本书紧紧围绕国
家应急管理部公示的工作职责，结合人民生活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和最新案例，普
及地震应急救援的相关知识。在梳理基本科普知识基础之上，系统介绍地震的危
害、预警及应对等内容，语言通俗，内容全面，配以高清手绘插图，图文并茂，
集趣味性和创新性为一体，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就能够了解地震灾害，掌握基本的
防范和逃生方法，提升面对突发灾害的能力，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以及创新性等
特点。

地震避险与自救互救案例及指南 : 基于汶川 8.0 级地震北川现
场调查
责任者: 孟晓春主编, 肖明德, 沈繁銮副主编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4802-6
出版年: 2020
页码: 120 页
索书号: 263.7/349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震时避险、自救互救、住宅地震避险与自救互救指南共三章。主
要内容包括：震时避险案例；震时避险经验启示录；自救互救案例；震时避险规
程；自救互救方法等。

地震地质灾害链风险识别与评估
责任者: 吴绍洪, 刘燕华, 岳溪柳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525-8
出版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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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163 页
索书号: 263.7/29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中国复杂的孕灾环境和承灾体分布格局，使多种自然灾害共生的区域特征
日益显现。现代的防灾减灾需要在传统的单灾种评估、防范手段和管理模式的基
础上，探索多灾种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防范。本书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防灾减灾
的新方针：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
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转变。针对地震－滑坡－堰塞湖－淹没洪水灾害链，以西南
山区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为例，重点研究多灾种风险识别的机制与损失定量评估技
术方法，并提出灾害链多灾种风险管理与防范构想。

地震防御及应急避险指南
责任者: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编
出版者: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ISBN: 978-7-5167-4831-2
出版年: 2020
页码: 86 页
索书号: 263.7053/6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全民讲解了地震防御及应急避险方面的安全常识及应急避险方
法和措施。全书分六部分，内容包括：我国地震灾害基本情况、地震基础知识、
震时应急避险措施、震后自救与互救方法、震后次生灾害防范与应急避险措施、
典型案例。

地震和地下水协同作用下边坡稳定性评价
责任者: 黄帅著
出版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37600-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0 页
索书号: 478/58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地震和地下水协同作用下边坡地震稳定性的学术
专著, 集作者近十年在岩土工程抗震领域理论分析、数值模拟、模型试验、震害
对比及工程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于一体, 系统地总结阐述了作者在边坡地震动
力响应的影响因素及规律、动力损伤破坏模拟模型和方法、破坏机理与失效模式、
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及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的系列创新成果。该书融合地震工程
与工程地震交叉学科, 构建了系统的不同类型边坡在地震、地震与地下水协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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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降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 内容严谨且完整, 各章内容既
有联系又相对独立,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工程应用参考价值。

地震烈度与地震动参数关系研究
责任者: 丁宝荣, 张峰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826-0
出版年: 2021
页码: 160 页
索书号: 采购中
获取途径:
摘要: 地震烈度是衡量地震时引起的地面震动强弱以及造成破坏程度轻重和伤
亡的最直观的指标，在防震减灾中有着广泛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对地震烈度
进行量化，本著作以不同地震中的各地点的宏观地震烈度与相应峰值加速度、峰
值速度对应关系的作为基础数据，对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地震模拟振动台系统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责任者: 李彬彬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360-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7 页
索书号: 采购中
获取途径:
摘要: 我国地震区域范围广阔而且分散、发生频繁而且强烈，约占全球发生地震
次数的三分之一，是世界多地震国家之一[2]。因此，抗震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可为地震设防和抗震设计提供依据，提高综合抗震水平。由于地震机理和结构抗
震性能的复杂性，仅以理论手段不能完全地把握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性能、反应
过程和破坏机理，还需要通过结构试验模拟地震作用研究结构抗震性能。在地震
工程领域常用的结构抗震试验方法包括[3～9]：拟静力试验、拟动力试验、实时
子结构试验、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等。本书内容共六章，包括：引言、地震模拟
振动台的建设与发展、地震模拟振动台控制系统理论研究、地震模拟振动台系统
基准性能研究、虚拟地震模拟振动台系统研究、钢筋混凝土结构模型地震模拟振
动台试验研究、电气设备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研究。

地震损失分析与设防标准 (修订版)
责任者: 尹之潜, 杨淑文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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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28-5334-1
出版年: 2021
页码: 153 页
索书号: 263.7/134/r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地震损失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具体方法。第一章介绍了地
震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特别是近 100 年内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第
二章介绍了地震损失分析模型。第三章地震动特性和结构地震反应分析方法, 是
地震工程的基础知识。第四章是现存建筑地震安全评估方法, 是预估未来地震损
失的主要依据。第五章、第六章是未来地震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和已
发生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分析方法, 是为制定防灾措施或现场救灾
计划提供的依据。第七章是从地震危害和经济效益以及人身安全上考虑, 如何制
定合理的设防标准。

地震学原理与应用 (2 版)
责任者: 刘斌编著
出版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12-04360-4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 227 页
索书号: 263.01/876/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一本以地震学的基本原理为主，兼顾应用的基础理论教材。系统介
绍了与天然地震有关的基本概念与定量研究天然地震的基本方法。

地震学、震源及地球结构概论
责任者: (美)塞思•斯坦(Seth Stein), (美)迈克尔•维瑟逊(Michael Wysession)著, 梁
春涛[等]译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644-6
出版年: 2020
页码: xx, 462 页
索书号: 263.01/876/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一本理论基础全面、应用方向广泛且应用实例丰富的地震学专业书
籍。本书既包括地震学的基础理论（第 1、2 章）、地震学在地球探测中的应用
（第 3 章），也包括震源机制和震源物理等方面的内容（第 4 章）。本书第 5
章讨论了不同构造环境下的地震分布、震源机制以及震源物理特征；第 6 章讨论
了地震图的基本处理方法和原理；第 7 章结合实例讨论了地球物理反演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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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此外，本书附录汇总了专业所需的数学和计算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地震作用下立体交叉隧道动力响应特性与控制措施研究
责任者: 李玉峰著
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6524-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4 页
索书号: 854/27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沈丹客专锦江山隧道与金丹联络线盘道岭隧道立体交叉段为背景，
采用大型振动台试验、数值模拟等方法，针对地震作用下立体交叉隧道动力响应
特性与控制措施开展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基于重力失真模型的立体交叉隧道振动
台模型试验系统，并针对动力试验边界效应问题，提出了基于加速度峰值差率、
样本土体沉降均匀程度及响应谱特性综合指标的边界效应评价方法。提出了用于
交叉隧道结构动力响应的影响分区标准，建立了基于二次衬砌应力、应变、位移
等地震响应指标的立体交叉隧道地震影响分区方法。通过振动台模型试验与数值
仿真相结合，探明了地震荷载下立体交叉隧道的动力响应特性及两近距交叉隧道
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合二次衬砌混凝土结构的破坏特性，研究提出了基于地
震动力影响分区的立体交叉隧道抗减震针对性措施。

地震者说
责任者: 张有林, 杨秀生主编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4941-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2 页
索书号: 263.053/59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将“说”这种文体古为今用，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表达防震减灾行业
精神，宣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丰富防震减灾科普传播内定。本书分为四篇。第
一篇，从历史的维度，收录并整理从先秦时期到现当代文学作品、历史资料中关
于地震事件的记述，以及地震中发生的感人事迹或奇闻异事。第二篇，从现代管
理角度，介绍我国防震减灾发展史，讲述防震减灾事业 40 多年来的峥嵘岁月，
争取收录历届中国地震局领导论述防震减灾事业的经典篇目以及部分省级地震
局领导论述地方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篇目。第三篇，以普通工作者为叙事主体，主
要征集广大地震工作者在地震行业上亲历的感人事迹、难忘瞬间、生活感悟、重
大事件以及对防震减灾事业的期望，表达防震减灾行业精神，启迪来者，激励后
人。第四篇，收录媒体工作者对防震减灾工作言论和感悟，表达社会对防震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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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许以及对地震工作者评介，主要以记者札记和报告文学为主，摘录他们看
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和地震有关事迹、看法以及感悟。

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小型无人机应用方法与实践
责任者: 黄海峰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354-4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6 页
索书号: 484/583-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近年来将小型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对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小型无人机应用技术与方法进行
较为系统的归纳与总结。首先在简要分析应用背景与应用现状基础上，介绍小型
多旋翼无人机与新型数字摄影测量两项核心支撑技术；然后详细阐述地质灾害防
治中的小型无人机选配及八类无人机基础成果的处理方法；最后系统总结单体地
质灾害应急调查、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与滑（边）坡面形变监测分析
中的小型无人机遥感实践应用方法，并给出典型应用实例。

电磁法探测技术在涉水防灾领域中的应用
责任者: 汪滨[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ISBN: 978-7-5170-9190-5
出版年: 2020
页码: 198 页
索书号: 865/24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三部分: 第 1-2 章为第一部分, 介绍绪论和水、岩土与混凝土的
电磁特性; 第 3-9 章为第二部分, 介绍电磁法探测方法与技术; 第 10-15 章为第三
部分, 论述涉水灾害探测与分析。结合具体工程实践, 剖析了 23 个不同工况、不
同方法典型工程探测案例。

典型自然灾害时空态势分析与风险评估
责任者: 李英冰, 陈敏著
出版者: 武汉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7-22018-8
出版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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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221 页
索书号: 875.6/275-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应急管理、机器学习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
台风、城市内涝等典型自然灾害进行分析，探索灾害的时空发展态势及其演化规
律，服务灾害应急处臵。全书共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自然灾害案例的构建
与应用；第三章自然灾害的时空发展态势分析；第四章自然灾害链的演化过程分
析；第五章台风灾害评估与社会响应；第六章洪涝灾害风险与淹没过程分析。本
书分为 6 章，主要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应急管理、机器学习等相关理论与方法，
对典型自然灾害，如台风、城市内涝等进行详细分析，探索自然灾害的时空发展
态势及其演化规律，为进行精准有效的应急决策，实现断链减灾服务。

防灾, 原来如此!
责任者: 赵慧主编
出版者: 东方出版社
ISBN: 978-7-5207-1536-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1 页
索书号: 875.6053/79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生动实用的灾害防治科普读物, 也是一本简明安全应
急指南, 旨在为公众提供灾前预防、灾害求生、灾后重建的相关方案, 同时帮助
人们提高防灾意识, 增加防灾应急的知识与技能。人生不易, 愿每个人都有自救
互救的知识与底气。

防震减灾微科普. 第四辑
责任者: 山东省地震局编
出版者: 中国大地出版社
ISBN: 978-7-5200-0609-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1 页
索书号: 263.7053/110/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地震知识早知道、地震监测高科技、有效抗震保平安、避险救助学
技能、经验教训警后人五个部分，介绍了关于防震减灾的基本知识。

覆盖型岩溶土洞致塌机理、监测预警及治理技术
责任者: 简文彬[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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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6842-0
出版年: 2021
页码: 226 页
索书号: 484/943-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对福建闽西南岩溶发育区域地质条件的调查和分析，总结提出了
覆盖型岩溶土洞塌陷的多种地质概化模型；并在设计了多种诱发条件的基础上，
对岩溶塌陷的机理及演化规律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等综合性研究；同时，利用
多项监测技术开展水气压变化、土体位移变形、土洞发展演化等室内及现场监测
预警工作，并提出多个临界预警判据；最后，结合多个工程案例，对岩溶塌陷治
理技术进行针对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型治理措施及综合治理方案的可行性及效
果分析，具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

高速铁路复杂岩溶地质勘察与灾害防治
责任者: 蒋良文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329-0
出版年: 2021
页码: 311 页
索书号: 479.4/85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由东部向西部延展，复杂岩溶区高速铁路工程遭遇
的诸多岩溶地质问题逐渐显现，并成为勘察设计需要突破的技术难题。本书以理
论和技术创新研究为主线，针对高速铁路建设中突出的岩溶地面塌陷、隧道涌水
突泥、大型溶洞失稳、危岩落石等岩溶地质问题和勘察难、评估预测难、选线难、
设计难等勘察设计技术难题，从铁路岩溶地质理论、减灾选线、风险评估、灾害
防治技术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复杂岩溶区高速铁路地质勘察与灾害防治的理论
和实践，构建了高速铁路复杂岩溶地质勘察与灾害防治技术体系。

高桩码头软土岸坡变形灾害防治技术研究
责任者: 李越松, 焉振, 张强编著
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5191-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25 页
索书号: 479/27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结合现场变形监测、软土室内蠕变试验、数值模拟和离心试验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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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研究高桩码头软土岸坡变形致灾机理及软土岸坡加固技术。以天津港高桩
码头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成果应用范围并不受此局限，可为软土地区高桩码头的
岸坡变形防护和整治提供丰富参考，也可推动港口学科的发展，促进实际工程经
验的进步。

工程地震动输入 : 从传统抗震设防到韧性提升
责任者: 温瑞智, 冀昆, 任叶飞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314-3
出版年: 2021
页码: 280 页
索书号: 263.7/64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重点以实际观测的地震动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层次需求的地震动
输入开展研究：以符合抗震规范要求作为基本需求，服务于一般建筑结构的抗震
设防工作；基于地震安全性评价产出，考虑场地的具体地震环境与目标危险性水
平，服务于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研究与地震动危
险性分析和结构易损性分析的衔接，服务于基于性态地震工程；探讨服务于韧性
抗震需求的地震需求，建立满足我国多层次抗震设防需求的记录选取体系。

工程抗震防灾与节能减排技术
责任者: 曹秀玲[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30-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3 页
索书号: 855/57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六章，内容包括：绪论、智慧供暖系统、新型节能复合墙板、防震
减灾策略研究、抗震节能型墙体性能研究、工程抗震节能施工技术。

公众参与式地震信息采集与服务 : 技术、方法与实践
责任者: 杨思全[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644-4
出版年: 2020
页码: vi, 231 页
索书号: 263.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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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面向公众的地震灾害信息采集与服务为主线，介绍了地震灾害信息
特点以及多源信息、公众在地震灾害采集和分析中发挥的作用，并对地震灾害信
息挖掘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围绕公众参与式的地震灾害信息分析需求，阐述了
PPGIS、基于网络众包的信息收集、大数据分析、公众参与式的自然语言处理等
相关理论和方法；介绍了基于遥感监测和台站的地震灾害信息采集方法，从地震
异常信息、应急信息和舆情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地震灾害信息获取、筛选和评价方
法，讨论了地震灾害信息的专群沟通方法；分别针对宏观异常信息、热红外异常
信息、气象要素异常信息等方面论述多源异常信息综合分析评价方法，从社交媒
体应急信息和遥感应急信息两方面阐述多源应急信息综合分析方法；结合公众参
与式地震宏观异常信息采集与服务平台的研发，讨论了平台的设计、功能、使用
流程、开发实现途径以及应用示范模式等。通过多个应用案例的分析，综合展示
了公众参与式的地震灾害信息获取、分析与评价方法的实践成果，并对公众参与
式地震宏观异常信息采集与服务平台示范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公路边坡病害预测与稳定性评价
责任者: 范文等编著
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6443-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4 页
索书号: 484/416-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采用现代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学、现代数学、力学理论等，结合数
值模拟分析对山区路堑边坡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调查、分析、计算等方法，
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公路边坡病害治理的成功案例，从公路边坡的类型划分、破坏
模式判定及稳定性评价等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提出合理可
行的防治措施，形成一整套可用于公路边坡类型判断、破坏模式判断、稳定性评
价的技术体系。

公路岩石边坡工程
责任者: 陈洪凯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657-6
出版年: 2020
页码: 338 页, [8]页图版
索书号: 478/608-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开挖公路岩石边坡减灾问题，分析了开挖岩石边坡卸荷力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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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了开挖岩石边坡结构面蠕变力学模型、顺向坡屈曲破坏模型、反向坡弯
曲折断模型和切向坡楔形体破坏模型，提出了公路岩石边坡追踪断裂稳定分析法
和疲劳寿命预测方法，基于物元可拓模型建立了公路岩石边坡地质安全评价理
论，研发了公路岩石边坡破坏面锁固技术、边坡格构－锚杆－锚索复合加固方法、
隧道进出口落石排导结构、边坡结构体锚固技术、竖向预应力锚索抗滑桩等灾害
治理系列新技术新方法，研发了多种边坡景观型防护技术。

古地震学
责任者: (美)James P. McCalpin 主编, 徐岳仁, 李文巧, 杜朋译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228-4
出版年: 2020
页码: xv, 665 页
索书号: 263/596-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系统总结了古地震学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09 年期间的最新研究进展，
包含学术期刊已发表的大量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第一手资料。针对全球不同构造环
境，从陆上、水下，伸展、挤压、走滑和火山等不同构造类型区，分别介绍古地
震具体研究方法，书中特别强调具有可操作性的野外资料获取方法。

管道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术
责任者: 董绍华主编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455-3
出版年: 2020
页码: 269 页
索书号: 484.05/76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我国管道历经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复杂、油气管道地质灾害频发
的特点，介绍了管道地质灾害分类，分析了油气管道面临的主要地质灾害及其影
响，以及地质灾害对管道安全的重要影响，提出了管道地质灾害的全寿命周期风
险管理的理念，阐述了管道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技术等。

旱涝急转及生态环境效应
责任者: 严登华[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2-6874-4
出版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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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197 页
索书号: 采购中
获取途径:
摘要: 本书从水文、气象、农业角度阐释了旱涝急转的内涵，从驱动机制、判别
方法、影响机理、应对措施等方面构建了旱涝急转及生态环境效应的理论与技术
框架。在此基础上，选取旱涝急转事件频发的皖北平原，通过田间情景模拟试验
和数值模拟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旱涝急转对农田土壤生态系统以及磷素迁移转
化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应对方案，为旱涝急转灾害防御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黑方台黄土滑坡成因机理、早期识别与监测预警
责任者: 许强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988-1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v, 394 页
索书号: 484/55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研究围绕国家防灾减灾的紧迫需求，拟重点回答和解决地质灾害“在
哪里发生”和“什么时间发生”这两个关键问题。通过现场调查、无人机影像以
及大量监测设备获取了丰富的黑方台滑坡基础资料，针对黄土滑坡的隐蔽性、突
发性和成灾演化过程的复杂性，重点对黄土滑坡成灾模式、形成机理、早期识别、
监测预警和危害范围预测方法展开系统的研究；逐渐形成黄土滑坡成因机理、早
期识别与监测预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

滑坡
责任者: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13-6
出版年: 2020
页码: 81 页
索书号: 484.053/27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了滑坡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引发因素、识别防范、临灾避险、
分布情况、典型案例等方面。

滑坡地质灾害天空地协同监测与预警
责任者: 柯福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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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气象出版社
ISBN: 978-7-5029-7358-2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2 页
索书号: 484/40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基于北斗/传感器融合的变形灾害智能监测预警平台。该平台
以北斗/GNSS 系统为主, 融合深部位移、测缝、倾角、应力等传感器, 采用先进
的滤波算法、精细的误差修正模型、严格质量控制算法, 突破北斗系统实时自动
化精密监测关键技术, 综合集成利用北斗卫星连续运行参考站技术、网络技术、
通讯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等, 实现对滑坡区域、采矿区、水库大坝等网络化、自
动化、高精度、高可靠的监测与预警。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北斗灾害监测技术, 第
三章北斗/传感器融合技术, 第四章预测模型…

滑坡灾害
责任者: 陈颙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195-8
出版年: 2020
页码: 51 页
索书号: 484.053/61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认识滑坡和泥石流产生的原因谈起，介绍它们产生灾害的严重性，
讨论如何通过约束人类的活动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轻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黄河流域兰州城区段泥石流分布规律与防治研究
责任者: 牛贝贝[等]著
出版者: 黄河水利出版社
ISBN: 978-7-5509-2898-5
出版年: 2021
页码: 238 页
索书号: 479.2/117-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泥石流已成为制约兰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地质灾害因素。本书以黄河流域兰
州城区段泥石流分布规律与防治为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绪论, 研究区概况, 泥石
流的运动特性、形成条件和分类, 泥石流流域调查与主要影响因子, 沟道工程地
质条件及泥石流灾害, 河洪道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研究区泥石流灾变特征与启
动机制研究, 研究区泥石流的防治研究, 以及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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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调查指导手册
责任者: 刘祥, 李广杰, 王锡魁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0462-4
出版年: 2020
页码: 432 页
索书号: 266.7051/87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关于火山、地震、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调查方法的专著。
书中系统阐述了有关这些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灾害发生的原理和机制，各种灾
害的类型、强度和影响范围，灾害的预测、监测、预报和预防等。

基于动力条分法的滑坡运动过程数值模拟
责任者: 吴凤元[等]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628-0
出版年: 2020
页码: 76 页
索书号: 484/294-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二维连续流体的质量方程和动量方程出发, 应用深度平均理论推导
得到了二维滑坡运动模型方程的统一形式, 再推导出模拟滑坡运动的动力条分
块体模型。相较传统静水侧压力理论在模型中考虑了不同运动状态下主动和被动
侧压力作用, 从而更符合岩土类材料运动的实际情况。应用此模型对典型算例进
行计算, 所得数值解结果与解析解吻合良好, 从而验证了模型方程和数值方法的
有效性和正确性。

基于过程控制理论的公路灾变高切坡防治研究
责任者: 任青阳, 周建庭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1131-4
出版年: 2020
页码: 412 页
索书号: 484/238-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现有高切坡防治中基本不考虑高切坡的演化过程、高切坡防治结
构长期适应性、高切坡监测信息数据处理中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技术难题开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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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创建了高切坡地质灾害过程控制防治理论体系、研发了基于高切坡-防治结
构相互作用和长期安全性的防治技术与高切坡地质灾害多场特征信息感知与数
据处理技术。

M≈8 级地震的预测技术
责任者: 朱云峰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539-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62 页
索书号: 263.4/22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作者多年从事地震规律的探索，对 M≈8 级地震的预测技术进行了研
究，总结出的 M≈8 级地震周期规律包括地磁—震级连

减轻自然灾害
责任者: 陈颙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194-1
出版年: 2020
页码: 61 页
索书号: 875.6053/61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内容包括：严峻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致灾因子(破坏力)——活动
的地球；自然灾害的承灾体——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
害；减轻自然灾害。

降雨诱发红层滑坡研究 : 以四川盆地为例
责任者: 许强, 唐然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098-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8 页
索书号: 484/552-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四川盆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红层滑坡的孕灾环境、主要类型与
特征、形成条件、成因机理和失稳破坏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介绍红层滑坡分析
评价、早期识别、监测预警和防治利用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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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风暴潮和台风浪集合化预报技术及应用
责任者: 陈永平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901-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9 页
索书号: 226.4/608-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阐述了国内外在风暴潮预报领域的进展，研发了集天文潮、风暴潮和
台风浪为一体的预报模型，提出了研究方案，分析了超标准条件下风暴潮和台风
浪对海堤的作用机理，创建了台风期间海堤安全风险的动态评估方法，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近岸风暴潮和台风浪集合预报及海堤风险评估系统。

进藏高速公路与铁路桥梁灾害环境及对策研究
责任者: 周建庭，任青阳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742-8
出版年: 2021
页码: 243 页
索书号: 484/366-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结合川藏铁路、川藏高速公路等国家重大在建或拟建工程，开展了桥
梁结构安全所面临的灾害环境调查研究，梳理了川藏公路沿线地形地貌特征，分
析了川藏公路、铁路沿线地质灾害、地震、风灾害等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
规律，构建了川藏公路、铁路环境灾害危险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分析了现有桥梁
防灾减灾措施在青藏高原地区特殊地理气候条件下的局限性和不适宜性，提出了
进藏高速公路和铁路桥梁面临的严峻挑战、战略思考与抗灾策略。

巨型滑坡演化机制与防治
责任者: 魏永幸, 李天斌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726-9
出版年: 2021
页码: 388 页
索书号: 484/96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巨型滑坡分类与特征、致灾机理、破坏模式与风险评估、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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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原则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滑坡防治设计的巨型滑坡定义、分类及划分
标准，以及 6 种巨型岩质滑坡、5 种巨型土质滑坡破坏模式及演化机制；提出了
巨型滑坡“分区、分级、分期治理”与“排水优先，排水与抗滑锚固并重”的防
治理念，以及巨型滑坡防治工程设计原则与防治模式。

库岸滑坡涌浪数值模拟方法
责任者: 毛佳, 赵兰浩著
出版者: 河海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30-6590-5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3 页
索书号: 484/15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库岸边坡滑坡涌浪为研究对象，围绕滑坡体运动、涌浪产生及涌浪
传播等环节的关键问题，阐述了当前国内外解决滑坡涌浪问题的前沿研究动态和
最新成果，介绍了作者在滑坡涌浪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共六章，内容
包括：滑坡及滑坡涌浪、滑坡体运动数值模拟方法、多相介质界面捕捉的 Level Set
方法、土质边坡滑坡涌浪数值模拟方法、岩质边坡滑坡涌浪数值模拟方法、涌浪
传播数值模拟方法。

龙门山断裂带地震重灾区韧性评估模型构建及演化规律研究
责任者: 刘斌著
出版者: 吉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2-6268-1
出版年: 2020
页码: 155 页
索书号: 854/477-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全面梳理韧性国内外研究现状, 立足地震后效应视角, 深入分析
韧性内涵及地震重灾区自然灾害系统的特点, 重新界定了韧性的概念及其研究
框架, 构建了从“内因 (脆弱性)-诱因 (地质灾害效应)-外因 (重建投入)”三个维
度的韧性动态评估模型。

陆路交通隧道-滑坡体系变形机理和控制技术
责任者: 马惠民, 吴红刚, 杨涛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093-2
出版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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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248 页
索书号: 854/477-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实用为目的，旨在提炼和推广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总结与介
绍成熟的工程经验、工程实践与工程运用。既重视理论的阐述与推理，更强调方
法的掌握与运用。内容包括：山岭地区典型隧道-滑坡病害工程实例；基于“坡
体结构、灾变诱发因素和隧道与滑坡的空间组合关系”的隧道-滑坡体系分类；
隧道-滑坡体系各类型的受力模式及其变形机理；不同穿越工况下的隧道结构荷
载的理论解。

面向对象的模拟地震振动台试验数据结构及数据分析
责任者: 谢丽宇著
出版者: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9-6185-7
出版年: 2020
页码: 95 页
索书号: 263.6/92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虚拟振动台试验的教学平台，此平台由数据库和数据后处理
应用程序组成。数据库中可共享振动台完成的试验项目，将结构的情况和振动台
试验响应的时程、图像等数据以结构化的数据格式保存在数据库中，可通过网络
远程访问、共享；数据后处理应用程序则可进行数据异常检测、结构模态分析、
数据同步性检测、结构性能评估等功能，并对振动台试验的响应数据进行处理，
计算结果以图像、图表的形式返回至客户端。本书在介绍平台原理和构成的同时，
讲述了平台的使用，有助于更快更好地使用平台。

泥石流
责任者: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15-0
出版年: 2020
页码: 90 页
索书号: 484.053/44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了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引发因素、识别防范、临灾避险、
分布情况、典型案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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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灾害风险分析与聚落减灾 : 以岷江上游为例
责任者: 丁明涛, 胡凯衡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54291-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0 页
索书号: 484/102-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科学性和实践性出发，首先研究了岷江上游泥石流灾害发育规律、
泥石流堆积扇发育规律及其山区聚落的发展演化过程，在泥石流危险性评价和易
损性评价的基础上，开展泥石流综合风险评估。

2019 年度全国重大地质灾害事件与应急避险典型案例
责任者: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编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68-6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5 页
索书号: 484/186-1/2019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正文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为全国地质灾害灾情及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总结，中篇为重大突发地质灾害，下篇为应急避险典型案例。书中所指
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突发性地质灾害。资料收集范围为
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以外的 31 个省(区、市)。

农村精准到户地震避险设计及实例
责任者: 朱桃花, 郑建锋主编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4972-6
出版年: 2020
页码: 72 页
索书号: 263.7053/22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农村精准到户地震避险设计及实例》总结提炼出农村精准入户地震避险
设计的前期调研准备、家庭地震应急预案设计、震后疏散预案设计，组织引导村
委会干部组织村民，按照设计好的震后疏散演练方案进行应急疏散演练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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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设计思路和方法步骤。此次实践以云南省宾川县史家营村的防震减灾科普及
疏散演练精准到户的项目实施为案例，实现了增强地震多发地区农村居民的防震
减灾意识，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目标，群众满意、乐于接受。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 转变经济与政策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责任者: f(美)Vinod Thomas 著, 陈厦, 潘绪斌, 刘旭译
出版者: 气象出版社
ISBN: 978-7-5029-7222-6
出版年: 2020
页码: [16], 92 页
索书号: 133/2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专注于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的研究。分为 7 部分，内容包括：概述；
气候相关灾害的剖析；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不断上升；减缓气候变化；
气候适应与灾害管理；转变思维方式、动机和政治；一个新的发展范式。 第 1
章概述了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现象, 而气候变化是其驱动因素; 第 2 章重点介绍
了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的性质, 并提出了一个揭示影响灾害的人类和经济因素以
及人们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的框架; 第 3 章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探讨这些与气候相关
的灾害的性质和趋势; 第 4 章讨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 探讨碳定价、能源补
贴、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建设城市复原力等措施; 第 5 章集中讨论了与气候
变化有关的适应和灾害管理; 第 6 章强调了政治动机和行为改变在推动转型中发
挥的作用; 最后, 本书提出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发展议程一部分的发展范式。
点阐述了锌、镉共存对铅稳定化反应过程和效果的影响机制。

浅埋煤层开采地面塌陷及其防治
责任者: 侯恩科[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ISBN: 978-7-5088-5721-3
出版年: 2020
页码: x, 263 页
索书号: 484/436-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运用煤地质学、开采沉陷学、采矿工程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
理论和方法, 研究陕北侏罗纪煤田浅埋多煤层开采地面塌陷及防治。总结研究区
煤层覆岩空间组合关系, 揭示多煤层开采地表移动变形、地表裂缝的发育规律及
采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征。提出通过上下工作面错距布臵减缓地面塌陷和降低
煤柱应力集中的技术, 以及适用于黄土沟壑采煤塌陷区小沟谷治理的微地形改
造技术和大沟谷斜坡治理的坡式梯田、集雨梯田整治模式。改进微生物菌剂, 完
善微生物修复技术, 建设 300 余亩多煤层开采地面塌陷治理与生态修复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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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浅埋煤层开采地面塌陷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支撑。

强地震动特征与抗震设计谱
责任者: 翟长海[等]著
出版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03-6281-6
出版年: 2020
页码: 157 页
索书号: 263.7/807-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阐述地震动特征及地震动反应谱的著作，内容涉及
地震动特征与抗震设计谱相关内容，包括地震动的观测方法及地震动记录的数据
处理方法、地震动特征及其破坏能力的评价方法、地震动的弹性反应谱及设计谱
理论、地震动的非弹性反应谱及设计谱理论和特殊类型地震动的反应谱及设计谱
理论。

强震诱发高速远程滑坡动力过程及数值模拟
责任者: 黄达, 宋宜群, 岑夺丰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787-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4 页
索书号: 484/58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诱发的高速远程滑坡为背景首先主
要分析了当前强震诱发大型高速远程滑坡的影响因素及动力学过程研究现状和
地震诱发滑坡的特征及破坏机制，然后基于室内振动台及岩石节理动态摩擦试
验、高速旋剪试验及土体动三轴压缩试验的成果，结合摩擦力学、动力学和运动
学等理论，研究了强震诱发高速远程滑坡的动力特征及影响因素、节理面及滑动
面动态摩擦衰减规律、孔隙水压力的形成机制及数学模型、抛射体飞行时空气动
力效应和撞击解体机制等，建立了适用于强震诱发高速远程滑坡动力过程模拟的
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

邛海流域地震诱发滑坡的持续活动性与灾害效应分析
责任者: 魏学利[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222-6
出版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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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201 页
索书号: 484/96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紧密围绕地震滑坡的持续活动性与灾害效应的关键科学问题，以四川
西昌市的邛海流域为研究区，利用野外调查和航空影像对邛海流域滑坡发育和分
布规律进行研究，通过史料搜集、统计分析和数据类比等手段，探究流域滑坡的
地震成因及其历史地震激发事件；进一步采用统计分析、理论计算、试验分析和
典型案例研究相结合方法揭示震后滑坡长期活动的主控因素和复活启动机理；最
后通过建立和应用历史地震诱发滑坡反演模型，探讨地震诱发滑坡作为“媒介”
对地表剥蚀过程…

三峡水库地震特征与趋势
责任者: 张曙光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三峡出版社
ISBN: 978-7-5206-0158-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3 页
索书号: 263.4/60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内容包括：三峡水库地震问题概述、区域地震地质、长江三峡工程诱
发地震监测系统、地震活动特征、三峡库区地震类型识别、地震环境动态变化、
典型断裂构造影响分析、库区典型震例研究、三峡水库地震趋势等。

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气象保障工程项目群管理方法研究
责任者: 阳艳红, 王玉彬编著
出版者: 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1-65625-8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 170 页
索书号: 223/69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现代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在多年项目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采用系统分析与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山洪工程项目群特征和项
目群基本管理要素，阐述基于大数据的山洪工程项目群管理方法基本思路和主要
步骤，并针对山洪工程项目群管理重点、难点问题的分析研究及其成果归纳，提
出山洪工程项目群管理方法体系结构，介绍风险管理、信息集成管理和管理效果
评价方法研究成果，以及轻量级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项目群集成管理支持平台的构
建思路与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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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区防灾减灾自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责任者: 陈旭, 王胡林, 盛丹萍著
出版者: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504-4344-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0 页
索书号: 875.6/6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六章，内容包括：绪论；社区灾害风险及评价；社区防灾减灾自组
织能力提升途径；成都市锦江区社区防灾减灾自组织能力建设实践；成都市三元
社区防灾减灾自组织能力建设实践等。

水库诱发地震评价理论与实践
责任者: 夏金梧编著
出版者: 长江出版社
ISBN: 978-7-5492-7155-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4 页
索书号: 263.4/496-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十二章，内容包括：水库诱发地震研究概述、水库诱发地震主要成
因类型、三峡水库区地震地质环境、三峡水库诱发地震评价等。

水库滑坡-抗滑桩体系多场演化试验与监测技术
责任者: 胡新丽，唐辉明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947-7
出版年: 2020
页码: viii, 188 页
索书号: 479.2/399-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 8 章，第 1 章对水库滑坡－抗滑桩体系演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
2、3 章介绍水库滑坡及水库滑坡－抗滑桩体系的基本特征；第 4、5 章介绍水库
滑坡－抗滑桩体系原型试验和大型物理模型试验的多场监测系统构建方法；第
6、7 章基于原型试验与物理模型试验探讨水库滑坡－抗滑桩体系多场演化特征
与协同变形破坏模式；第 8 章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水库滑坡－抗滑桩体系多场
响应特征与演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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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盆地西北缘典型滑坡灾害研究
责任者: 孙萍, 吴树仁, 王涛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41-6
出版年: 2020
页码: 233 页, [1]页折叠图版
索书号: 484/50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涵盖了宏观地质孕灾背景、滑坡分布规律及诱发机理、特殊岩土体力
学特性与致灾效应、降雨和地震滑坡成灾机理等内容。尤其在地震和降雨诱发黄
土、泥岩滑坡灾害机理、运动过程、成灾模式方面取得了较多独到性的认识和成
果。

唐山大地震救援史料整理类编. 上海卷. 口述卷. 上-下
责任者: 金大陆主编
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 978-7-5535-2106-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15 页(上), 317-541 页(下)
索书号: 263.709/360/1, 263.709/360/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口述卷(上下册)”，由 46 篇采访稿组成，搜集和汇编了大量的开
放档案，以求口述采访与档案文献互补互证，多角度、立体化、全方位地还原了
上海人民救援唐山大抗震的那段历史，分为“医务篇”和“综合篇”两篇。采访
了上海的医疗卫生、建工、科技等领域当年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如华山医院、
交大医学院、中医药大学等，以及上海兵及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上海市机械
施工公司等单位，他们回顾了当时所参与救助及重建的过程，他们回顾了当时所
参与的医疗救援的过程，其间无数感人的人和事，当时的工作环境、感受等，体
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

土坡对降雨入渗的响应及其失稳演变
责任者: 许旭堂, 简文彬著
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6456-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6 页
索书号: 484/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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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干湿循环效应下残积土孔隙演化特征及降雨
滑坡机制研究”
“台风暴雨型滑坡多级监测预警系统研究”等的研究成果之一, 主
要以闽东南地区非饱和残积土坡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室内试验和数值分
析,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土坡对降雨入渗的响应及其失稳演变过程。

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责任者: 刘传正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8648-0
出版年: 2021
页码: 489 页
索书号: 484/882-1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阐述了地质灾害术语、防灾文化、认识论、方法论及公共管理要求，
采用重合度概念研究了中国地质灾害成因规律，概述了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建设、
技术标准化、防治规划编制、减灾文化培育和地质灾害区域递进评价学术思想及
滑坡风险识别方法等，划分了中国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成因类型，探讨了高速远
程滑坡－碎屑流确定标准，研究了滑坡失稳突变、阶跃演进和缓变趋稳的物理本
质及其预测预报，提出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论证与工程设计理念，概述了地质灾
害应急体系建设、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编导和应急处臵决策科学技术支持的
基本要求，探讨了地质环境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

汶川地震与救灾制度转型研究
责任者: 邓绍辉著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21296-8
出版年: 2020
页码: 401 页
索书号: 263.7/8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采用地震社会学和救灾制度史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 着重对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概况及特点,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我国关于救灾管理、救灾队
伍、救灾医疗、救灾物资、救灾捐款、灾后重建、救灾法规、救灾科技、救灾宣
传等制度性变化问题, 进行了系统深入分析。同时对其存在的诸多困难问题, 提
出了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等相关措施, 进而揭示了汶川特大地震既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又是对我国现行救
灾制度, 特别是地震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带来大冲击、大考验、大转型和大
升级的一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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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流域传统聚落防灾史研究
责任者: 周彝馨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207-3
出版年: 2020
页码: 307 页
索书号: 875.609/36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对西江流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历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厘清区
域性防灾方略和聚落防灾的历史源流，并详细阐述西江流域传统聚落的防灾格局
形态、聚落中的防灾建筑和工程设施、建筑单体的防灾设施、聚落的防灾信仰和
心理补偿，最终总结出西江流域传统聚落的防灾策略。

西藏林芝市朗县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责任者: 旺杰, 平措次仁主编, 西藏林芝市朗县人民政府, 西藏林芝市朗县气象
局编
出版者: 气象出版社
ISBN: 978-7-5029-7305-6
出版年: 2020
页码: 90 页
索书号: 130/35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析研究了朗县各类气象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从朗县气象灾害防御
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总结了朗县各类气象灾害的防御现状；利用社会
经济、人口、地理信息、气象灾害等数据对对朗县气象灾害进行了风险区划、防
御分区；依据朗县气象灾害的特点提出了防御气象灾害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
及任务；最后阐述了气象灾害防御的管理，气象灾害防御的管理，气象灾害调查
评估、上报、评估流程以及气象灾害防御的保障措施。

现代地震海啸预警技术
责任者: 于福江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3598-3
出版年: 2020
页码: 317 页
索书号: 226.4/106-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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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啸在世界自然灾害中位居首位，在人员死亡和破坏方面甚至超过地震。
风海啸灾害在我国也是费城眼中的海洋灾害，发生频繁且破坏性很大。对海啸的
研究对于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是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灾害成
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也是体现了国家海洋预警的最高水平。本书收集、整理
了多年来我国在海洋预警方面的资料，并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国家
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海洋预警方面的图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小秦岭金矿区矿渣型泥石流成因机理及防治对策
责任者: 杨敏, 徐友宁著
出版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4-8724-9
出版年: 2021
页码: 113 页
索书号: 484/750-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小秦岭金矿区矿渣型泥石流地质灾害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泥石流物
源的颗粒级配、孔隙率、渗透系数、物源容重、抗剪强度等参数，并通过理论推
理估算了物源起动的临界降雨条件，最后根据矿渣型泥石流发生的特点提出了针
对性较强的防治措施。

谢礼立院士论文选集
责任者: 《谢礼立院士论文选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78-7-03-068773-9
出版年: 2021
页码: 584 页
索书号: 263.7082/92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论文选集选录了谢礼立院士及合作者发表的、比较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
的 50 余篇代表性论文, 以纪念先生从事科研工作 60 周年。

新疆南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及防治对策研究 : 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南疆驻地为例
责任者: 魏云杰, 魏昌利, 邱曼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9357-0
出版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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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197 页
索书号: 484/96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分析南疆兵团辖区地质灾害孕灾背景的基础上，采用无人机航测、
遥感解译、工程地质测绘、测试分析、山地工程等手段，对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
的托云牧场、一牧场、叶城二牧场等团场开展调查，分析地质灾害特征与分布规
律，采用地质分析、稳定性计算、数值模拟等方法开展典型、重大地质灾害稳定
性与成灾机理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法开展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易损性
评价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探索和总结了边疆、高寒、强震、极干旱地区地质灾
害精细化调查与评价方法。

诱发地震监测数值模拟与反演方法
责任者: 李萌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783-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94 页
索书号: 263.7/275-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诱发地震监测技术的原理、数值模拟技术、数据处理流程
和方法以及实例分析。全书共分九章, 第 1 章介绍诱发地震监测的技术原理与发
展现状, 第 2 章介绍诱发地震数值模拟方法, 第 3 章介绍诱发地震监测数据预处
理及有效事件自动拾取方法, 第 4 章介绍诱发地震震源定位及参数反演方法, 第
5 章介绍震源机制反演方法, 第 6 章介绍诱发地震全波形反演方法, 第 7 章介绍
诱发地震采集方案设计与优化方法, 第 8 章介绍诱发地震监测应用前景与发展趋
势, 第 9 章介绍诱发地震监测实例分析。

云南高原山区地质灾害与应急地质工作方法
责任者: 王宇等编著
出版者: 云南科技出版社
ISBN: 978-7-5587-2956-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98 页
索书号: 484/117-1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 通过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系统归
纳总结了高原山区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和活动规律, 集成了包含地质灾害应急
地质工作的程序、方法和要求、经验及技巧在内的技术系列。全书主要章节为基
本概念、研究思路及方法、高原山区地质灾害特征、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方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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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应急监测预警方法、地质灾害应急处臵方法、地质灾害应急地质工作组织
管理等。本书的编著基于作者 30 多年来从事地质灾害应急和科研取得的经验与
成果, 以及各有关单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大量调查评价、规划设计等文献资料,
依据充分, 内容翔实, 方法合理, 实例典型, 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强。

灾害与历史. 第二辑
责任者: 夏明方, 朱浒总主编, 杨学新, 陈志国执行主编
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19504-1
出版年: 2021
页码: 311 页
索书号: 875.609/496/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灾后重建与生态修复”为主题, 邀请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国内
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生态学、
历史学、水利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 对国内外灾后重建规划, 灾害风险
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认识框架与生态失调与恢复, 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与环
境治理, 白洋淀、滇池、洞庭湖、微山湖等地湖泊湿地生态修复, 集体化时期根
治海河运动等内容, 各自进行专门性的探讨和回顾, 充分展现了人文社会学科与
自然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既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前沿思考, 又紧密结合中国历
史与现实, 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生态史学科建设, 对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
具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灾害治理社会脆弱性研究
责任者: 侯玲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3225-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9 页
索书号: 875.6/43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重视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从多视野、多主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人手，
深入研究我国灾害治理本土实践，探讨适宜本土的突发性灾害治理体系，具有
“新、深、实”三大特色，有利于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为认识和探索灾害治理的中
国方案提供借鉴。

重力地貌过程力学描述与减灾 : 库岸滑坡
责任者: 陈洪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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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658-3
出版年: 2020
页码: 348 页, [16]页图版
索书号: 484/608-1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库岸滑坡重力地貌过程的力学描述及其减灾科技问题进行系统
论理，其中水库岸坡岩土体物理力学特性、岸坡稳定性分析、岸坡破坏力学机制、
岸坡地貌演化稳定时限计算方法等给出了库岸滑坡重力地貌过程完备的力学描
述，实现了易成灾的土质岸坡和类土质岸坡重力地貌全过程力学刻画。着眼于库
岸滑坡重力地貌过程控制的减灾需求，从造地型护岸技术、桩-墙复合抗滑支挡、
竖向预应力…

重庆市三峡库区滑坡涌浪灾害评价与风险评估技术要求
责任者: 陈丽霞等编著,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中心编制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940-6
出版年: 2020
页码: 52 页
索书号: 479.2032/61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十一个部分，内容有：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定、滑坡和河道地质环境条件调查、承灾体调查、滑坡运动速度计算等。

中国大陆宽频带地震流动观测实验与壳幔速度结构研究
责任者: 李秋生, 陈凌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956-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4 页
索书号: 263.4/279-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在中国大陆青藏高原及周缘、华南及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三个大
陆动力学研究及资源能源调查热点地区的野外观测实验，集成了适应我国复杂地
质构造和人文自然环境的宽频带地震观测技术；结合前人的成果，通过对实验采
集新数据的分析，使用接收函数、体波及面波层析成像、背景噪声层析成像和横
波分裂等方法，揭示了我国大陆岩石圈结构主要特征，构建了中国大陆壳幔速度
结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若干大陆动力学问题：中国大陆主要块体深部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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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边界带位臵；印度板块俯冲前缘、青藏高原岩石圈变形、隆升及其向外扩展行
为；中国大陆东南缘海陆过渡的岩石圈结构特征及我国东北松辽盆地深部结构特
征等。依据地震观测证据提出了若干新认识。

中国的动员型灾害治理 : 以地震为例
责任者: 彭林著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203-6523-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1 页
索书号: 263.7/668-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地震这个特定的灾害类型，采用案例比较法，选取 1949 年以来的
四场破坏性地震(分别是 1976 年唐山地震、1988 年澜沧—地震、1996 年丽江地
震、2008 年汶川地震)及其触发抗震救灾行动进行对比分析。聚焦自然灾害治理
这个兼具超常规和常态化色彩的公共治理领域，分析动员是如何被嵌入到灾害治
理过程的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之中，又如何对具体的灾害治理结果产生影响，进
而探析动员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下，并保
持活力。

中国地震年鉴. 2017
责任者: 李文元, 李佳金编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5033-3
出版年: 2020
页码: 10, 536 页, [12]页图版
索书号: 263.069/141/201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年鉴包括地震与地震灾害、防震减灾、科技进展与成果推广、合作与交
流等七部分，反映了 2017 年度我国地震减灾工作的情况。

中国地震史研究 : 远古至 1911 年
责任者: 李文元, 李佳金编著
出版者: 地震出版社
ISBN: 978-7-5028-4800-2
出版年: 2021
页码: 267 页
索书号: 263.70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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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按照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将远古至 1911 年的中国地震历史划分为
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不同时
期又围绕自然界地震活动的历史记载、时空分布特点、宏观异常现象，和人类抗
震救灾活动的理念、模式、机制、措施等两条主线七个维度，长时间、大跨度搭
建起中国地震史(远古至 1911 年)的学科架构。

中国地质灾害时空分布及防灾减灾
责任者: 李媛[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29-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0 页
索书号: 484/276-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全面总结全国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系统
分析了我国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和风险评价，
揭示了我国地质灾害时空分布规律，提出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建议。

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 上下
责任者: 陳高傭等編
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12467-6
出版年: 2020
页码: 912 页(上), 913-1778 页(下 2)
索书号: 875.6/608-2/1, 875.6/608-2/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我国大型的有关中国历代天灾人祸的分类统计专著, 由民国时期国
立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陈高佣主编, 成书于 1940 年。全书将秦王朝以降, 直至清
代 2000 余年间的天灾人祸, 分为水灾、旱灾、内乱、外患等 6 部分, 用中西历对
照, 以年表形式予以记载。书末并附有各代灾祸统计图表 30 余幅, 及近代学者对
灾害研究的论文多篇。

中国首次地震预报科学考察回顾
责任者: 郭安宁主编, 白雪见[等]编
出版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369-7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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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320 页
索书号: 263.4/557-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记述了郭增建等地震科学的开拓者，于 1958 年在甘肃、宁夏对 1920
年海原大地震、1739 年贺兰山大地震进行科学考察的过程及成果。全稿主要由 5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958 年地震预报科学考察纪实，第二部分——考察报
告，第三部分——1958 年前郭增建对地震预报研究的档案手稿，第四部分——
存档的海原大地震珍稀照片，第五部分——郭增建地震预报探索研究与回顾。

中国灾害志. 断代卷,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责任者: 高建国，夏明方断代卷主编
出版者: 中国社会出版社
ISBN: 978-7-5087-6521-1
出版年: 2021
页码: 311 页
索书号: 875.609/454/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中国灾害志. 断代卷》以志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客观记述灾害的发生、发
展; 全面整理我国历史上的救灾、赈灾、防灾、减灾等史料, 为后代研究各类自
然灾害的规律留下翔实资料, 以史为鉴, 十分必要, 迫在眉睫。《秦汉魏晋南北
朝卷》是断代卷的其中一卷, 详细记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情况、
防灾减灾措施, 以及取得的成就。包括概述、大事记、灾情、救灾、防灾、附录
6 个部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防灾减灾的重要历史时期。很多先秦的防
灾减灾思想从秦汉开始落到实处, 并有更多的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纷
争, 政权更迭频繁, 但秦汉时期的防灾减灾措施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下来, 并有
所发展, 为后世的灾害防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灾害志. 云南省卷
责任者: 《中国灾害志》编纂委员会,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编
出版者: 中国社会出版社
ISBN: 978-7-5087-6363-7
出版年: 2020
页码: 512 页, [8]页图版
索书号: 875.609/43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灾害，第二部分是防灾减灾救灾。全书
记载了四类灾害，分别是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森林火灾。对于具体
的灾害，记录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生情况，并且都有相应的防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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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救灾的详细介绍。

中亚高寒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立体监测与综合防控技术
责任者: 林达明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1938-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5 页
索书号: 484/34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穿越天山山脉的 G217 和穿越阿勒泰山脉的 S226 的道路地质灾害立
体监测为研究内容，利用遥感技术对依托工程 G217 和 S226 进行岩土类型识别
及空间分布研究，通过遥感手段判读圈定地质灾害孕育背景、规模及形态特征，
并对目标区域内已发生的地质灾害点或隐患点进行系统全面调查．评价其可能的
影响区域及对象。在此基础上进行现场验证和调查，确定地质灾害点并进行地面
监测，然后应用卫星监测系统（北斗系统、GPS）对边坡位移、应力应变及含水
率等技术参数进行监测与传输，结合统计岩体力学和数值模拟，适时进行预警信
息与防治措施发布，实现边坡动态立体监测预警。研究成果对于中亚道路建设运
营安全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对于全球高山防灾减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自然灾害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及防御对策
责任者: 李泽椿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932-4
出版年: 2020
页码: 285 页
索书号: 875.6/273-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论述我国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发生发
展状况、演变规律及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分析我国在这些自然灾害领域监测预警
科技发展需求与趋势、当前技术的优势与不足及国际先进技术手段的借鉴等，提
出未来 5-10 年我国防御自然灾害的科技发展战略与关键技术和方法。

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影响与风险评估
责任者: 李卫江, 温家洪著
出版者: 气象出版社
ISBN: 978-7-5029-7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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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164 页
索书号: 875.6/27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城市社区（微观）、城市（中观）、沿海低地（宏观）三个空间尺
度，聚焦于人口、居民住宅与室内财产、产业经济三方面暴露要素，综合利用概
率（情景）风险评估模型、PGIS 参与式调查、脆弱性曲线、投入产出关联模型
等，以完整的个案实证研究为主要形式，探讨极端自然灾害的社会经济直接损失、
间接影响以及综合风险评估方法。同时，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损失和影
响评估中的应用，从灾损信息采集与管理、文本灾情信息挖掘、基于图像的灾情
感知等方面展开案例分析。本书主要适用于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从事自然灾害风
险评估与管理、韧性城市（社区）规划与管理、企业业务持续性计划（BCP）的
专业研究人员，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自然灾害数据采集卫星星座与系统
责任者: 陶家渠著
出版者: 中国宇航出版社
ISBN: 978-7-5159-1901-0
出版年: 2021
页码: xii, 192 页
索书号: 875.6/617-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自然灾害中许多前兆出现的时刻与灾害突发的时刻非常接近, 因此所采集
数据的高速传输是集中决策的关键, 会直接影响灾害预测预报的成效。卫星星座
是实现采集数据高速传输的主要手段, 可以联接不具备地面通信条件的或受山
脉阻挡的地面监测预测台站, 保证无时间中断的实时数据传输。本书提出了数据
采集卫星星座与系统包括数据采集终端、卫星及其星座、运载火箭及其上面级、
卫星应急相位调控、应急火箭、地面网关站和地面运管与数据处理站一的设计思
想、技术路线, 以及方案的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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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标准规范
采空塌陷地质灾害监测规范 : 试行
责任者: 刘天林[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中国煤炭科工
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主编,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地质环
境监测总站参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00-3
标准号: T/CAGHP 078-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 页
发布者: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发布发布实施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索书号: T/CAGHP/078-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规定了采空塌陷地质灾害的监测项目、方法、仪器、精度、数据处理
及成果编制等内容的技术要求。本书范适用于煤矿地下开采引发的地表变形、岩
层内部变形、地下(表)水变化、地形地貌及植被破坏的监测工作，其他矿种开采
引起的采空塌陷监测工作可参照执行。

地面沉降测量规范
责任者: 方正[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
院, 长安大学,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154-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9 页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6-16
实施时间: 2020-10-01
索书号: DZ/T/0154-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标准规定了地面沉降精密水准测量、GNSS 测量、InSAR 测量的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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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及测量方法、数据处理、成果汇交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地面沉降及伴生地裂
缝测量工作。

地质灾害勘查预算标准 : 试行
责任者: 冯春涛[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78-5
标准号: T/CAGHP 074-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40 页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索书号: T/CAGHP/074-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可作为勘查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收集已有资料、现场勘查、制定勘
查纲要，进行测量、调查与测绘勘探、取样、试验、监测、检测、物探等勘查作
业，以及编制工程勘查文件等的预算依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及图件编制规程 : 试行
责任者: 高姣姣[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84-6
标准号: T/CAGHP 071-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IV], 24 页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索书号: T/CAGHP/071-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规定了包括城市、村庄和集镇、铁路、公路等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和规划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及图件的编制。本书适用于各类建设
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及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等规划项目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报告及图件的编制。

地质灾害治理锚固工程设计规范 : 试行
责任者: 李正川[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中铁二院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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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主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81-5
标准号: T/CAGHP 073-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41 页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索书号: T/CAGHP/073-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和符号，基本规定，锚杆，锚
索，锚杆(索)挡墙，锚喷支护，土钉墙，锚杆(索)试验，锚杆(索)监测，设计成果
等内容组成。

岩溶地面塌陷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 试行
责任者: 雷明堂[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广东省工程勘
察院[等]主编,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等]参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99-0
标准号: T/CAGHP 076-2020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出版年: 2020
页码: 49 页
索书号: T/CAGHP/076-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规定了岩溶地面塌陷分类及危害分级，立项论证阶段、可行性论证阶
段、设计和施工阶段勘查要求，并规定了主要勘査方法、水文地质试验和岩土工
程测试、综合评价和勘查报告编制等内容。

岩溶塌陷防治工程设计规范
责任者: 罗炳佳[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标准号: T/CAGHP 077-2020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45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地质灾害最新图书专辑）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 页
索书号: T/CAGHP/077-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规定了岩溶塌陷防治设计基本要求，并对填充法、注浆法、跨越法、
桩基穿越法、治水法等技术方法的设计和工程监测提出了要求。

岩溶塌陷防治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 试行
责任者: 金亚兵[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06-5
标准号: T/CAGHP 072-2020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出版年: 2020
页码: 30 页
索书号: T/CAGHP/072-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岩溶塌陷防治的施工准备、施工技术方法(填充法、注浆法、跨越
法、桩基穿越法、治水法、平衡地下水(气)压力法)、施工监测和质量检验与工程
验收等提出了要求。

岩溶地面塌陷监测规范 : 试行
责任者: 蒋小珍[等]起草,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提出, 中国地质科学
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等]主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95-2
标准号: T/CAGHP 075-2020
发布者: 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
发布时间: 2020-07-01
实施时间: 2020-09-01
出版年: 2020
页码: [IV], 20 页
索书号: T/CAGHP/075-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规定了岩溶地面塌陷监测的基本要求，并对动力条件监测、地面变形
监测、土体内部变形监测、简易监测等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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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图书
Advances in natural hazards and hydrological risks : meeting
the challenge :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atural Hazards (NATHAZ'19), Pico Island - Azores 2019 /
自然灾害和水文风险进展：迎接挑战：第二届自然灾害国际研
讨会（NATHAZ'19）会议记录，皮科岛-亚速尔群岛 2019 年
责任者: Francisco Fernandes, Ana Malheiro, Helder I. Chaminé, editors
出版者: Springer
ISBN: 9783030343965, 97830303439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xviii, 192 pages
索书号: 875.608/In8/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An impulse and earthquake energy balance approach in
nonlinear structural dynamics / 非线性结构动力学中的脉冲与
地震能量平衡方法
责任者: Izuru Takewaki, Kotaro Kojima
出版者: CRC Press
ISBN: 9780367681401, 9780367681418
出版年: 2021
页码: xvii, 314 pages
索书号: 263.7/T13a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 要: This step-by-step approach to nonlinear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critical
excitation transforms ground motion into impulses and takes an energy balance
approach. It can be used by practitioners for building and structural design, and is
based on the energy balance law, and the concepts of kinetic and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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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iescProvided by publisher.

Dangerous Earth : what we wish we knew about volcanoes,
hurricanes, climate change, earthquakes, and more / 危险的地
球：我们希望了解火山、飓风、气候变化、地震等等
责任者: Ellen Prager
出版者: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9780226541693, 9780226541723
出版年: 2020
页码: 230 pages
索书号: 875.6/P88
获取途径: 馆藏非书资料数据库
摘要: What if we could predict natural disasters? What do scientists know about them
already, and what do they wish they knew? Dangerous Earth explores for general
readers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s that investigate volcanoes, earthquakes, tsunamis,
hurricanes, landslides, rip currents, and - the deadliest hazard of all - climate change
and its likely local effects. Each chapter takes the reader on a tour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one of these hazards, beginning with narratives of key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eruption of Mt. St. Helen's and the landfall of Hurricane Katrina)
and ending with overviews of what remains unknown about Earth's most dynamic
processes. Along the way, we meet the scientists learning to read the planet's warning
signs and working to pass the messages along to the rest of us.

Geohazards : proceedings of IGC 2018 / 地质灾害：IGC 2018
年会议记录
责任者: Madhavi Latha Gali, P.Raghuveer Rao, editors.
出版者: Springer
ISBN: 9789811562327, 9789811562334
出版年: 2021
页码: xiii, 763 pages
索书号: 478.08/In2/201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is volume comprises select papers presented during the Indian Geotechnical
Conference 2018. This volume discusses concepts of soil dynamics and studies
related to earthquak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lope stability, and landslides. The
papers 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analyze failures connected to geotechn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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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origins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des of analysis and design. This
volume will prove useful to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Landslides : monitoring, susceptibility and management / 滑
坡 ：监测、敏感性和管理
责任者: Dennis S. Krogh, editor
出版者: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SBN: 978153617632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 183 pages
索书号: 484/K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Mud volcanoes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 黑海地区的泥火山及其环境意义
责任者: Evgeny Shnyukov, Valentina Yanko-Hombach
出版者: Springer
ISBN: 9783030403157, 9783030403164
出版年: 2020
页码: xxv, 494 pages
索书号: 266.4/Sh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is exceptionally well-illustrated book at a high scientific level describes mud
volcanism as a complex,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Mud volcanoes can be used as "cheap windows" to search for gas-hydrates and
other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Nothing similar has been published
before, and as one of its unique features the book includes a vast amount of new data
unavailable so far to the western reader. The book includes new data on driving forces,
mechanisms, origin,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mud volcanoes as
well as new data on composition of solid, gaseous, and liquid components of erupted
material. It covers a wide geographic region, and its subjects range from geological to
environmental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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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arine landslides : subaqueous mass transport deposits
from outcrops to seismic profiles / 海底滑坡：从露头到地震剖面
的水下物质输送沉积物
责任者: Kei Ogata, Andrea Festa, Gian Andrea Pini, editors
出版者: John Wiley & Sons, Inc.
ISBN: 978111950058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v, 362 pages
索书号: P/260.64/G29m/24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日本地震学会講演予稿集 2020 年度秋季大会 : 日程 2020 年 10
月 29 日（木） - 31 日（土）， 場所オンライン大会
责任者: 公益社団法人日本地震学会
出版者: 日本地震学会
出版年: 2020
页码: 1 光盘
索书号: CD 2873
获取途径: 馆藏非书资料数据库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