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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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质涉及多学科多专业内容，本专辑重点推介馆藏 2020 年后出版的
与城市建设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地质、工程地质、土壤和地下水修复等主题内
容的图书和标准规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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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煤对山西地下水资源及地质环境影响研究
责任者: 赵喜萍, 张志祥, 郭凯著
出版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ISBN: 978-7-5170-9479-1
出版年: 2021
页码: 188 页
索书号: 484/79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山西煤矿区地下水资源及地质环境为研究对象，运用水文地质学、
工程地质学、环境地质学、水文学、采煤学、开采沉陷学、矿山地质灾害学等多
学科的前沿理论，采用现场调查、理论分析、相似材料模拟实验及数值模拟等方
法，研究了采煤对山西地下水资源及地质环境影响。研究成果为山西煤矿区地下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保护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提供重要理论
依据。

长吉经济圈水资源及地质环境综合研究
责任者: 孙岐发[等]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02-7
出版年: 2020
页码: 266 页
索书号: 490/50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长吉经济圈的水资源合理配臵、供水安全评价及重点工作
区地质环境问题。首先, 从水资源量评价和变化规律性研究开始, 从考虑生态需
水量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关系出发, 查明了区域供需水所存在的问题; 其次, 在水
量、水质评价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用水及生态需水要求, 进行了地表水、地下水
联合水功能区划分, 基于划分结果评价水资源安全性; 再次, 以 MIKE BASIN 数
值模拟为平台开展定量化研究, 以生态优先为原则, 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 系统地考虑了水资源分布的规律性、功能性、安全性, 提出了水资源合理
配臵方案; 最后，研究了重点工作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及环境地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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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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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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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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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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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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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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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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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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责任者: 高柏[等]主编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29-7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7 页
索书号: 484.05/45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三篇，第一篇介绍了地下水中无机化学组分、有机化合物和地下水
环境质量评价；第二篇介绍了地下水污染特征、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污染物的地
球化学模式；第三篇介绍了污染场地调查、评估和修复程序，地下水污染物处理
方法及污染控制和修复技术。

典型砷污染地块修复治理技术及应用
责任者: 吴文卫[等]编著
出版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4-8153-7
出版年: 2020
4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页码: 113 页
索书号: 484/29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全书共分 5 章，主要内容包括砷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存在形式、
危害；砷污染修复治理技术；固化/稳定化安全处臵砷污染地块技术应用；水泥
窑协同处臵砷污染物技术应用；广域砷污染地块植物修复技术等。

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系统研究 : 以咸阳市为例
责任者: 王友林等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20-1
出版年: 2021
页码: 190 页
索书号: 484.3/119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首次在西北地区开展综合性的城市地质调查工作：①建立了咸阳南部平原
区三维地质结构模型，结合城市规划需求开展了综合评价工作；②查明了咸阳地
区环境地质条件，为城市地质灾害防治、水土污染防治、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提供技术支撑；③评价了咸阳地区地下水资源、浅层地热资源、深层地热资源量，
为政府合理开发利用地质资源提供依据；④围绕政府需求，查明了地下空间资源，
有力推进咸阳地下空间开发利用；⑤建立了咸阳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有力推进咸阳数字城市建设；⑥科技创新成果取得重大突破，服务陕西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⑦深入开展地院融合，探索院府合作新模式。

废弃采石矿山 : 形态、审美与修复再生
责任者: 崔庆伟著
出版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12-25718-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5 页
索书号: 484/62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采石废弃地修复再生领域的风景园林设计理论，开展了三个方面
的探索：从设计学视角系统梳理了采石废弃地的形成机制与景观形态特征；从美
学视角剖析了采石废弃地作为“第四自然”的审美价值组成；初步构建了采石废
弃地风景园林修复改造再利用规划设计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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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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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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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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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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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边坡病害预测与稳定性评价
责任者: 范文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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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7-114-16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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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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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与修复技术
责任者: 龙新宪编著
出版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38661-8
出版年: 2021
页码: 176 页
索书号: 484.05/89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及发展历程以及我国耕
地土壤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介绍了有关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评价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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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国家政策、标准和技术规范; 总结了我国农田土壤污染调查、评价、风险评
估与修复中主要采用的技术; 同时总结了耕地土壤重金属调查方案、安全利用方
案、土壤修复方案、修复效果评价方案等, 以期为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
安全利用与修复提供参考。

耕地污染防治知识问答
责任者: 陈能场, 郑顺安, 吴泽嬴等著, 孙慧雯绘
出版者: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ISBN: 978-7-5111-4349-5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1 页
索书号: 484/61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为进一步提升公众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认知和意识，本书在系统介绍土壤及
其功能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耕地污染防治问题，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
语言介绍相关知识，旨在普及宣传对耕地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及不同技术模式等
的认识和应用。

耕地质量与土壤健康 : 诊断与评价
责任者: 赵烨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53277-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62 页
索书号: 192.813/793-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自 2009 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全国统一可比的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以来，耕
地质量及其粮食综合能力等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笔者在主持完成国土资源
部公益性科研(野外监测技术装备研究及耕地等级监测技术东部地区示范)和相
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耕地质量概念，系统地研究了耕地质量等级评
价的指标体系、理论基础和评价方法，并在多个市县进行了实际应用，总结出耕
地质量等级评价实用性具体方法，并获得五项国家专利授权；依据《农用地质量
分等规程》(GBT28407-2012)(以下简称国标)，研发了便携式县级耕地质量等级
监测评定技术系统，研发县级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观测评价软件系统，并进行了应
用示范。故本著作的出版发行能够提升基层耕地质量管理工作水平，为实施耕地
面积数量与质量等级并重管理奠定了必要的科学基础。本书共分 10 章：第 1 章
剖析耕地及其功能；第 2 章回顾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识土、用土、改土的经验；第
3~7 章介绍土地质量评价的原理、主要指标体系及其空间分异规律，阐明主要指
标诊断与评价的方法；第 8~10 章阐述耕地土壤污染的特征、重金属污染耕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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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修复技术及实用性方法，以及边际耕地质量提升与再利用的途径。

关中平原城市地质
责任者: 张茂省, 董英, 刘江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225-6
出版年: 2021
页码: 521 页
索书号: 484.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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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年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对关中平
原城市地质进行了系统总结。全书共九章，内容包括：关中平原自然地理与社会
经济、关中平原地质环境、关中平原自然资源、关中平原主要环境地质问题等。

果园土壤重金属镉污染与植物修复
责任者: 林立金, 廖明安主编
出版者: 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0-3225-3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4 页
索书号: 484/33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果园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的来源、污染程度、修复方法及修复现状进
行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本课题组筛选出的果园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的
植物修复材料，并汇集了本课题组应用秸秆还田、生长调节剂、混种、嫁接等果
树栽培技术措施提高植物修复材料修复镉污染土壤能力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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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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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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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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地表环境研究
责任者: 常华进著
出版者: 吉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2-6874-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0 页
索书号: 484/61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襄阳市地表环境为研究对象，测试收集到相关数据，采用 3S 技术、
地累积指数、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等
方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初步分析了襄阳市土地利用及城市空间发展、土壤和灰
尘中重金属污染，以及城乡一体化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等状况，在探讨其形成原因
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襄阳市地表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书首次公布了相关数
据，明确了襄阳市地表环境五个方面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环境问题潜在解决办法，
对促进襄阳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海绵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实践
责任者: 正和恒基著
出版者: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713-0354-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91 页
索书号: 484/26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结合正和恒基在城市可持续建设中近 20 年的应用案例，深度剖析了
海绵城市的可持续内涵，并对水环境的可持续治理方式进行分析和解读，实现了
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方面，结合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尺度下的实践案例，
分别从城市规划层面、系统设计层面、具体技术措施层面，阐述和总结“海绵 ”
理念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方式。另一方面，结合项目设计和实施
经验，阐释“海绵 ”可持续理念下水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实践。

河南省矿山环境长序列遥感动态监测研究
责任者: 白朝军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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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281 页
索书号: 484/194-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重点探讨了矿山遥感图像增强技术、遥感数据协同监
测技术、雷达探测技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CORS 系统（HNGICS）应用、无
人机遥感监测等技术在河南省矿山监测中的应用。第五章至第八章系统介绍了
2008—2017 年河南省矿产资源开发状况、矿山地质环境、矿产资源规划执行情
况、尾矿库资源遥感监测成果。

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物探方法工作技术指南
责任者: 曹创华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70-9
出版年: 2020
页码: 94 页
索书号: 484.3052/57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结合地球物理方法实施现状和湖南省地质人文环境等因素, 对《城市
地质调查规范》涉及的城市 (城市群、中小城镇) 地球物理探测对象 (如城市基
础地质条件探测、城市自然资源探测和城市地质灾害探测等) 进行了总结, 探讨
了湖南省内不同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时的探测对象以及所用综合地球物理方法技
术组合, 提出了地球物理方法在城市地质调查工作中的技术思路和工作模式。最
后基于现有规范、成果以及编者的新成果和新认识, 列述了相关典型实例成果,
以期对新时期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地球物理方法技术提供有益补充。

环境材料在矿区土壤修复中的应用
责任者: 黄占斌, 王平, 李昉泽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ISBN: 978-7-5088-5820-3
出版年: 2020
页码: 344 页
索书号: 484/587-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土壤修复是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的基础, 环境材料又是土壤修复的基
础。环境材料是具有最大使用功能和最小环境负荷的各类材料, 具有功能性、环
保性和经济性三大特点。针对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中的土壤修复, 本书根据
作者在环境材料方面的科研实践, 结合相关研究进展编写而成。全书在对环境材
12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料理论和矿区土壤修复原理介绍的基础上, 主要针对矿业废弃物堆场复垦和盐
碱地等退化土壤的修复和改良, 以及重金属污染等土壤治理中环境材料的应用
进行综合介绍, 对保水剂和腐殖酸两类材料及复合材料在土壤修复和土壤污染
特别是重金属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进行总结。

环境地球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责任者: 吴丰昌等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9218-4
出版年: 2021
页码: 18, 576 页
索书号: 875/292-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学科发展战略和学科基础两部分，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环
境地球科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该学科的发展态势，并结合我国国情，从战
略布局的高度，尝试提出了该学科基础理论突破的方向，优化了该学科的内涵和
外延。

环境地质学（2 版）
责任者: 朱大奎, 王颖编著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5-23206-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24 页
索书号: 484.05/22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强调地质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重视结合中国的地质环境问题。本
书应用地质学与地理学原理，从地质演变过程、合理利用地质资源、防治地质灾
害…

环境地质学（2 版）
责任者: 蒋辉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88-1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 270 页
索书号: 484.05/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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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环境地质学是在地质科学、环境科学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的应用地质学综合学科，是研究地质环境、地质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及其
防治的一门学科。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环境地质学基本知识、环境水文地
质、环境工程地质、地质灾害。全书共十三章，主要介绍环境地质概论，地质环
境与健康，地下水污染，海水入侵，荒漠化——土地退化环境地质，地震，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本书内容
基本反映了现代环境地质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环境地学实验指导
责任者: 王静, 牟艳军主编
出版者: 经济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218-1513-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84 页
索书号: 484.04/119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教材将环境学、地理学课程中的主要实验结合起来, 内容包括: 内蒙古
财经大学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实验室常用仪器的介绍、环境空气污染物的测定实
验、水环境监测实验、土壤环境监测实验、生态环境监测实验以及环境地学的实
验案例本教材在编排上采用了独立的部分编写, 每个实验项目都具有相对完整
性和对立性。

钚元素在环境中的迁移分布和模拟预测
责任者: 刘志勇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7403-6
出版年: 2021
页码: 268 页
索书号: 484/878-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分 9 章，第 1 章概述环境中放射性核素钚的来源；第 2 章介绍在地
球表层的水圈、大气圈和土壤圈各圈层中钚的来源与扩散传播；第 3 章对长江口
和苏北潮滩沉积物中钚的分布与迁移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第 4 章通过辽河口沉积
物中钚的分析，对其沉积环境的变迁进行了阐述；第 5 章将渤海湾沉积物和辽河
口潮滩沉积物中钚的特征进行比较；第 6 章是对北部湾陆海环境中钚的分布与传
输特征的分析；第 7 章是对华南地区河流流域沉积物中钚的分析；第 8 章根据珠
江口和南海北部沉积物中钚的分布，对区域环境中钚的传输、廓清特征进行综合
分析；第 9 章对环境中的辐射影响模型的构建、ERICA 评估模型的具体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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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法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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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断裂带工程地质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 : 以安宁河断裂带为
例
责任者: 周洪福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591-1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0 页
索书号: 484/365-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紧紧围绕制约活动断裂带地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迫切需要解决
的工程地质和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以安宁河断裂带为例，采用多种技术方法手段，
开展活动断裂带工程地质与地质灾害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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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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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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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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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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矿山典型废弃地生态修复
责任者: 周连碧[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ISBN: 978-7-5088-5823-4
出版年: 2021
页码: 226 页
索书号: 484/366-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化工程, 涉及多学科交叉领域, 需要
整合水文地质、土壤类型、气候条件等背景因素。本书基于我国金属矿山典型废
弃地的特点和生态修复发展现状, 以及金属矿山废弃地对环境的影响, 对土壤改
良、植被筛选与配臵等关键技术展开介绍, 重点阐述土壤改良、植被筛选与配臵、
污染阻隔、污染环境特性及生态修复技术应用等, 深入剖析典型金属矿山废弃地
--废石场和尾矿库的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 总结典型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
新技术、新成果、新经验。

矿山水文地质环境影响评价与保护管理
责任者: 梁刚著
出版者: 经济管理出版社
16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ISBN: 978-7-5096-7041-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33 页
索书号: 484/54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的工作目的是保护被矿山开采严重破坏的地下水资源，减少地下水污
染。传统的矿井水处理方式是将矿井水提升到地表处理，而利用废弃的采空区建
设地下水库，在井下储存并直接处理矿井水，是创新性的研究课题。本研究以国
内首个建造采空区地下水库的大柳塔煤矿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煤矿地下水库矿井
水净化机理实验研究，并以此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矿山开发的水文地质环境影响
评价全过程进行剖析，探讨如何采取综合措施保护地下水，总结提出了地下水水
质保护的十六字方针“减排内污、隔离外污，治理污染，更新再生”，以及地下
水水量保护的十六字方针“优化开采、封堵阻拦，矿柱保护，回用回注”。在环
保管理层面，开展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过程控制与后评估研究，创新地提出了
地下水环境影响后评估实施导则。

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理论及实践
责任者: 张世文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044-3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2 页
索书号: 484/599-1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矿业废弃地是矿产资源开发的伴生产物，是特殊的国土空间，它的大量存
在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开展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研究符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全书共六章，围绕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全周期，首先对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究概况进行了介绍，提出了矿业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技术路线，划分了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
态修复工程类型区划，并提出了不同复垦与修复方向的质量控制标准。然后，以
污染为核心，针对矿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前、中和后各环节，结合科学研究
和工程实践，阐述并明确了复垦修复前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复垦修复过程中
工程体系和实施要点，以及复垦修复后监测手段、效果评价等方案。最后是矿业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工程和研究实践。

离子型稀土矿区土壤重金属铅污染特性及修复
责任者: 刘祖文[等]著
出版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4-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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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122 页
索书号: 484/876-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离子型稀土矿区重金属污染来源、危害、重金属污染相
关特性的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针对矿区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与风险评
价；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测定及相关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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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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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矿地质环境解译标志体系和信息提取方法的研究及示范应
用
责任者: 王西平等编著
出版者: 黄河水利出版社
ISBN: 978-7-5509-2828-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1 页
索书号: 484/119-1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河南省作为主要研究区域, 基于矿山地质环境和遥感技术的相关方
法理论, 建立河南省露天矿地质环境遥感解译标志体系, 提出露天矿地质环境遥
感解译一般工作方法和解译标志体系评价方法, 并讨论了多源数据协同信息提
取方法在露天矿地质环境信息提取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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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煤矿区重构土壤特征及对植被恢复影响研究
责任者: 曹银贵[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580-3
出版年: 2021
页码: 148 页
索书号: 484/57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矿区土壤重构与植被重建为主线，选择中煤平朔安太堡露天矿区为
研究对象，采用探地雷达二维探测和三维探测手段，研发了矿区重构土壤典型物
理性质的雷达探测技术；通过不同坡向样带采样调查，剖析了重构土壤理化性质
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成因；建立了重构土壤理化性质与重建植被生长状况之间的关
系模型，分析了重构土壤理化性状与地形对植被生长状况的影响机理。

2019 年秦岭生态科学考察报告
责任者: 张晓光, 段小龙主编
出版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ISBN: 978-7-5695-1726-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i], 677 页
索书号: 875/601-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总报告和分报告两部分内容。总报告从环境、生物和人文三个方
面着手，将秦岭生态环保调研工作得以全面、系统地呈现。分报告部分包括生态
文明视野下秦岭山区“空心村”转型发展科学考察研究、秦岭北麓主要峪口地表
水环境现状与影响因素科学考察技术报告等九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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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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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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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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污染土壤稳定化修复及锌镉共存对其影响机制
责任者: 张琢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406-6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0 页
索书号: 484/599-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第 1 章主要介绍了土壤铅污染特征及稳定化研究现状，并分析了铅污染土
壤稳定化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第 2 章系统介绍了本书研究所用的材料、实验方
案设计及分析表征方法。第 3 章针对铅污染土壤重点进行了稳定剂的筛选，并对
稳定化果进行了系统评估；同时揭示了土壤中铅的稳定化机理；第 4 章针对铅、
锌、镉复合污染土壤介绍了重金属元素污染特征，包括毒性溶出特征、赋存状态
及迁移性；同时研究了复合污染土壤稳定剂的筛选、稳定化效果的评估及稳定化
机理的探讨。第 5 章通过构建液相体系、凝胶模拟体系和土壤体系三种层进的反
应体系，利用光谱学、矿物学和晶体学等手段和方法重点阐述了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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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浅埋煤层开采地面塌陷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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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土地 2018 : 热点与前沿
责任者: 吴次芳主编, 叶艳妹, 吴宇哲, 岳文泽副主编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11-2
出版年: 2020
页码: 232 页
索书号: 192.81082/291/201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 2018 年全球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生态的热点问题与研究前
沿为核心，在综述的基础上对具体议题进行评述。全书内容涉及国土空间资源利
用效率、国土综合整治的发展趋势、特色小镇土地政策、三生空间划定、耕地保
护转型、土地改革经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益、矿区土地生态修复、土壤重金属
累积响应、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土壤微生物、盐碱地治理等议题。

三峡库区沉积物磷及重金属淤积特征与环境效应
责任者: 吴艳宏, 范继辉, 王晓晓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88-5799-2
出版年: 2021
页码: 176 页
索书号: 484/292-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析三峡库区泥沙来源、时空变化及其淤积特征，揭示污染物及其形
态在库区的时空分布，阐明沉积物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机制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本书丰富了梯级水库建设过程中水沙变化、泥沙来源识别、水沙间污染物的迁移
转化规律及微生物在其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为三峡库区水生态环境预测提供
依据。

山西省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研究
责任者: 戴兴主编
出版者: 黄河水利出版社
ISBN: 978-7-5509-2928-9
出版年: 2021
页码: 132 页
索书号: 484/93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开展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 查明晋城市所属 6 个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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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危害, 尤其是灾害隐患的类型、规模、危害, 矿业开发
对地下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系统的影响与破坏, 矿山开发对土地资源和地形地
貌景观的影响与破坏和矿山环境污染问题, 分析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
的影响, 提出具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对策措施。明确地质灾害隐患问题的
防治措施, 预期成效; 土地破坏中, 可利用、可恢复土地的类型…

生态脆弱区特大型煤矿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制定与实施 : 以
神东煤炭集团哈拉沟煤矿为例
责任者: 郝春明著录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233-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2 页
索书号: 484/48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生态脆弱区神东煤炭集团哈拉沟煤矿为例，在全面分析及总结矿山
地质环境背景和问题的基础上，针对煤矿塌陷区地质灾害，通过对地下水、土壤、
地表水和植被等介质布设监测网，选择监测设备，优化监测频率和时间，总结监
测结果，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监测研究，为在类似生态环境下类似
矿山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整体系统监测提供技术借鉴和科学指导。

生态修复技术名录
责任者: 谭科艳, 朱晓华, 王玉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83-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62 页
索书号: 484/964-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环境污染中的化学污染问题和修复技术进行了介绍和探讨，内容
主要包括土壤和水体中的化学污染、不同化学污染类型和针对性的修复理论和技
术、修复技术检索，以及代表性研究团队和企业等。

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 (2 版)
责任者: 刘冬梅, 高大文编著
出版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03-8623-2
22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5 页
索书号: 875.4/882-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污染物和生态恢复的基本知识入手，侧重介绍了水环境和土壤环境
等方面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生态修复的基本特点及其理论基
础，同时涉及生态修复工程技术问题，并引入具体的应用实例。内容主要包括当
前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现状、生态修复原理和方法、水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实践、
湿地生态系统以及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修复、土壤污染的特点和生态危害、
重金属污染土壤和有机物污染土壤的修复等的介绍和阐述。

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
责任者: 刘晓端, 谭科艳主编, 黄园英, 刘斯文, 朱晓华副主编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62-4
出版年: 2020
页码: 253 页
索书号: 484/880-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析了生态修复的背景，从尺度性、整体性、功能性和均衡性的角度，
阐述了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根据目前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论述了生态修复
工程技术的主要分类、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利用国家第三
批生态修复试点区的初步成果解析了国家部署中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全面总结了
自然资源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10 多年来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酸性矿山
废水治理、稀土矿山生态恢复的地球化学工程技术研发、示范的经验，详细介绍
了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的原理、要点，提出了未来重点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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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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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页岩气开发的水环境问题及其监管制度研究
责任者: 郭海霞, 王勇著
出版者: 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0-4539-0
出版年: 2021
页码: 142 页
索书号: 484/55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自 2005 年开始页岩气资源评价以来, 中国已成为全球页岩气储量第一大
国, 建立了五个重点建产区, 而四川则是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最重要的地区, 其
中四个重点建产区位于四川。本书分析了四川页岩气的发展历程、现状, 并从水
资源、水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了页岩气开发对水环境的影响, 影响四川页岩气
开发水环境风险的因素, 以及页岩气水环境风险监管相关的制度现状。本研究结
果将为页岩气开发中的水环境保护研究及制度完善提供启示。本书具有较高的出
版价值。

双规准反应谱理论、方法及应用
责任者: 徐龙军, 赵国臣著
出版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03-7512-0
出版年: 2021
页码: 192 页
索书号: 263.7/530-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地震动反应谱是地震工程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反应谱方法是建筑结构抗震
设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为使建筑结构在未来地震作用下具有足够的安全水
平,规范中的设计谱通常是多条地震动反应谱的统计值。由于地震动记录的复杂
性,当所选地震动记录不同时,所得到的统计值会存在明显的差异。鉴于此,抗震设
计谱的标定方法已成为地震工程和土木工程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书结合
作者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介绍了双规准反应谱方法在地震动反应谱分析中的特点
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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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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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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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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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技术原理
责任者: 周学武主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3256-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91 页
索书号: 484.05/36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教材共分九章，在系统分析土地复垦的概念、意义及其发展历史的基础
上，明确了土地复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介绍了损毁土地的调查与评价方
法，详细阐明了土地复垦规划与设计技术、土地复垦工程技术退化土地修复技术、
矿区土地复垦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技术要领、土地复垦的方案
评审及复垦验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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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监测采样实用技术问答
责任者: 曾健华, 潘圣主编
出版者: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551-1296-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3 页
索书号: 672/66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每个知识点，均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对问题的解答经过反复斟酌，
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可操作。内容包括：基础知识；监测布点与核查优化；现
场监测；采样质量管理；采样及质量控制的信息化应用。在调研现有的土壤环境
监测标准规范基础上，结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国
家网土壤环境监测、广西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研究等实际土壤环境监测经
验，对土壤采样的细节进行剖析，对采样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给出闭环解决的意
见，最大程度减少土壤环境监测误差中的采样误差。

土壤污染防治方案编制技术方法及实践
责任者: 王夏晖, 李志涛, 何军编著
出版者: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ISBN: 978-7-5111-4199-6
出版年: 2020
页码: 263 页
索书号: 484/119-1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为土壤污染防治方案编制技术方法；第二篇为部分
省级、地市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编制实践，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部署在
地方的进一步细化与落实。

污灌区土壤-地下水系统中 PBDEs 地球化学行为及其原位测试
新技术
责任者: 单慧媚, 彭三曦, 熊彬著
出版者: 中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487-4093-3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3 页
索书号: 484/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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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 PBDEs 全球循环研究的空缺区—地下水领域，被忽略的面状污
染源—污水灌溉等问题，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污灌区作为研究区，开展与地下水
中 PBDEs 污染及其行为特征相关的研究，提出“PBDEs 在地下水中如何分布”、
“疏水性的 PBDEs 如何穿透包气带进入地下水”“PBDEs 在土壤—地下水系统
中发生了怎样的行为过程”等关键问题。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与应用 (2 版)
责任者: 熊敬超[等]主编
出版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37938-2
出版年: 2021
页码: 440 页
索书号: 484/630-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介绍土壤污染的特点和修复原理、土壤污染政策法规标准的基础
上，依次介绍了土壤污染调查与风险评价、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和转化、污染
土壤物理化学修复技术、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实施与管理
等内容。

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及应用
责任者: 刘睿等编著
出版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37910-8
出版年: 2021
页码: 400 页
索书号: 484/880-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分七章, 从理论到实践应用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机
制、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方法及研究现状、污染土壤植物修复联合技术研究方
法及现状、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技术拓展及研究前沿、典型土壤污染现状及其植物
修复技术应用现状和污染土壤植物修复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势。

西昌市生态地质特征与脆弱性评价
责任者: 张景华[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21-8
27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城市地质最新图书专辑）

出版年: 2020
页码: 153 页, [3]页折叠图版
索书号: 484/60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遥感动态监测和 1:5 万生态地质调查为主要手段，通过典型地段生
态地质剖面测制，建立了岩石-土壤-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梳理了西昌市目
前存在的主要生态地质问题；总结了西昌市的生态地质背景，提出建造构造是控
制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基于西昌市的生态地质背景，对西昌
市的主要生态地质问题开展了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功能区划，并提出了建议。
本书可对西昌市生态保护修护和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提供支撑，同时也可为
中一高山区生态地质调查和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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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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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上报、评估流程以及气象灾害防御的保障措施。

盐城地区地下水渗流场分析及地质风险研究
责任者: 程鹏环著
出版者: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 978-7-5180-6809-8
出版年: 2021
页码: 202 页
索书号: 494.4/7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凝聚了作者多年对盐城地区地下水动态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 阐述
了盐城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建立了区域地下水系统模型, 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分
析了本地区渗流场特点; 对与地下水运动密切关联的地面沉降、砂土液化等地质
风险进行了分区评价, 提出了地下水系统管理及修复建议。

岩溶工程地质学
责任者: 韩行瑞, 郭密文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866-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98 页
索书号: 479.4/936-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全书共十章，内容包括：岩溶发育及岩溶水文地质的基本理论、岩溶场地
工程地质特征及勘察、岩溶场地工程地质评价、岩溶地基工程处理技术、城市地
下空间岩溶工程地质、隧道岩溶涌水处治、岩溶区道路改扩建工程地质灾害风险
评估与处治、岩溶地下水库工程地质、岩溶泉域人工补给及泉水复流工程。

岩溶区地铁土建工程风险防控技术
责任者: 竺维彬, 黄辉等著
出版者: 中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8305-2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5 页
索书号: 854/363-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勘察设计篇、工程实施篇、运营维保篇三篇，具体内容包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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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发育区地铁工程勘察风险分析及控制技术，岩溶发育区地铁工程设计风险分析
及控制技术，岩溶发育区溶(土)洞风险分析及控制技术，岩溶发育区盾构法施工
风险分析及控制技术等。

岩土地震工程
责任者: 汤爱平编著
出版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03-8305-7
出版年: 2021
页码: 306 页
索书号: 263.7/64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岩土地震工程及工程抗震的基础理论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途径、
手段、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主要讲述了与岩土地震工程及工
程抗震有关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岩土地震工程中的工程抗震问题，包括管道
抗震、边坡抗震及地下工程抗震问题以及岩土地震工程的土工试验方法等技术问
题。

隐伏型岩溶区建筑地基稳定性评价方法研究与工程实践
责任者: 聂庆科[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1729-3
出版年: 2020
页码: x, 309 页
索书号: 855/94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围绕浅埋隐伏型岩溶地面塌陷的成因机制、勘察技术特别是物探技术
的应用，致力于探究稳定性评价理论与方法等问题，从工程实践者的角度开展深
入的分析、研究和探讨，并给出若干翔实可靠的工程实例。

油田石油污染土壤 (油泥) 生物处理技术及工艺应用研究
责任者: 马小魁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6098-1
出版年: 2021
页码: 228 页
索书号: 484/478-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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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田石油污染土壤 (油泥) 是在油田生产开发过程中, 在钻井、试采、运
输、原油处理、落地以及储运等生产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之一。生物处理法是
处理该类污染较为环保、经济的修复处理技术。陕西师范大学微生物技术团队多
年来以我国鄂尔多斯盆地产油区的石油污染土壤 (油泥) 为研究对象, 获得了许
多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新理论和实用专利技术, 在国际相关领域具备
一定的研究特色和技术优势。本书总结了该研究团队多年来在该领域所形成的独
有技术和成果, 内容新颖, 理论研究体系脉络清晰、逻辑性强, 是生物强化理论
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

郑万铁路岩溶隧道突水力学机理及处治措施研究
责任者: 张桥, 王明慧编著
出版者: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43-7487-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3 页
索书号: 476/59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结合郑万铁路现场施工实际以及作者在渝黔、渝万和宜万铁路工程等
典型岩溶隧道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全书以郑万铁路小三峡隧道为研究背景，系
统研究了小三峡隧道围岩结构特点和水文地质条件，提出隧道围岩概化模型和岩
体水力模型建立方法，探讨了溶洞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影响，分析了岩溶隧道围
岩防突水岩层厚度计算公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小三峡隧道工程施工中所遇到的
实际情况提出了岩溶隧道突水问题的防治措施。

郑州西南丘陵地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研究
责任者: 郑栋材[等]著
出版者: 黄河水利出版社
ISBN: 978-7-5509-2603-5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7 页
索书号: 490/837-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郑州西南万山丘陵地区为例, 研究了该区的水工环地质条件, 分析
了存在的问题, 在大量工程试验和调査数据基础上, 分别做出了水文水资源量计
算、工程地质力学计算、环境地质定量评价,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工程
建设规划、工农业用水需求等, 分别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三个专业
角度进行了较为完整和相对独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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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电化学技术
责任者: 张英杰[等]著
出版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4-8800-0
出版年: 2021
页码: 212 页
索书号: 484/599-1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重金属污染物的来源、污染现状、涉及重金属污染排放
标准及政策、重金属修复控制技术及发展趋势，并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动修复
技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剖析，重点论述了污染土壤中重金属镉、铜、铅的电化
学修复和多电解液-解吸-电动-沉淀联合修复技术，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提出了
建议，以期为重金属污染土壤及固废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重金属铬堆存场地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责任者: 李喜林，刘玲，王来贵著
出版者: 化学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122-38662-5
出版年: 2021
页码: 266 页
索书号: 484/275-1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了铬渣堆存场地污染控制与修复理论和方法, 包括土壤和地下水
系统污染物溶解释放规律、污染运移规律、污染修复技术, 内容涵盖了铬渣污染
场地调查、污染控制与修复方法及应用等, 系统研究了从污染物堆存到污染修复
的全过程。

中国典型矿冶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方法与实践
责任者: 杜平[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098-7
出版年: 2021
页码: 189 页
索书号: 484/282-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基于大冶市土壤、农产品和水体中重金属污染物的调查结果和工矿业
统计数据，建立了典型矿冶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根据规划开展了多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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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土壤安全利用和尾矿库综合整治工程，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农产品质量
和居住安全得到保障。

中国矿山与大型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案例
责任者: 全占军, 张风春, 韩煜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ISBN: 978-7-5111-4489-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6 页
索书号: 875/22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所收录的成功案例包括矿山、大型工程建设以及开发工程中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恢复的案例。每个案例包括案例背景、案例描述、成功经验和适用范围
几部分内容。

中原城市群北部重点城镇区环境地质
责任者: 刘长礼[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073-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7 页
索书号: 484/882-1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集中反映了 1:5 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及海绵城市建
设的地质环境评价方法研究、土动力学特性研究等专题研究等成果，针对研究区
存在的环境地质问题，从地学角度，为焦作市、新乡市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规划、
海绵城市建设、地下水资源开采与保护等方面的建议。

准东地区降尘-土壤-植物重金属迁移过程及生态效应研究
责任者: 侯艳军著
出版者: 气象出版社
ISBN: 978-7-5029-7390-2
出版年: 2021
页码: 122 页
索书号: 484/436-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新疆准东地区发展造成重金属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的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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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通过对研究区降尘、土壤和植物的野外样本收集、测定降尘、土壤和植
物中的重金属含量, 分析其来源和时空分布特征, 并进行污染评价, 并分析降尘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迁移过程, 动态预测重金属未来污染程度, 并结合遥感手
段, 分析降尘-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对区域生态效应。

支撑服务成渝城市群绿色发展自然资源与地质环境图集
责任者: 宋志等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1601-6
出版年: 2020
页码: 54 页
索书号: 192.8073/25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序图、地质资源利用与绿色产业发展、优质耕
地资源利用与绿色农业发展、地质环境保护与绿色廊道建设、国土空间开发与绿
色城市建设，共成图 46 幅及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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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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内容与数据库结构
责任者: 林良俊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 中国地
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
调查中心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52-2020
出版年: 2020
页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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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数据内容、要素类划分、编码规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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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属性表等内容。适用于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城市地质调查综合信息系统
应用软件开发和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及评价成果的共享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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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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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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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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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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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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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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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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senic water resources contamination :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 砷水资源污染：挑战与对策
责任者: Ali Fares, Sushant K. Singh, editors
出版者: Springer
ISBN: 9783030212605, 9783030212582
出版年: 2020
页码: viii, 305 pages
索书号: 484/F2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is edited volume brings together a diverse group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sustainability and health researcher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global mass
poisoning caused by arsenic water contamination. The book sheds light on this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aquatic contamination through a
multi-disciplinary lens and case studies from Bangladesh and India. The book may
serve as a reference to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ers, students and policy
makers. Part one of the book describes the issue of arsenic contamination in ground
water and river basins, including its source and distribution in specific locations in
India. Part two explains the routes of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arsenic, its transport
in aquatic ecosystems, and the health risks linked to arsenic exposure in food and the
environment. Part three addresses sustainable arsenic contamination mitig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rsenic contamination,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GIS and remote
sensing in providing solutions. Part fou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role of loc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a variety of iss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rsenic contamination, and presents a case study in the Indus river
basin in Pakistan to propose future contamination mitigation strategies.

Environmental and low temperature geochemistry / 环境与低温
地球化学 (2 版)
责任者: Peter Ryan (Middlebury College, Middlebury, VT, USA)
出版者: Wiley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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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119568582, 9781119568629, 978111956861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v, 352 pages, 8 unnumbered pages of plates
索书号: 484/R9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contemporary issues / 地球环
境工程 ：当代问题
责任者: Editor Lobas George
出版者: Intelliz Press LLC
ISBN: 9781682516638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v, 283 pages
索书号: 484/G29e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s led to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severe pollution problem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kills integrated with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kills can provide
ustainable solution for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There is ample scope for research
in the advanced geoengineer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like biotechnology,
nanotechnology,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and micro-sensors,
geo-sen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yber-infrastructure, and multi-spatial and
multi-temporal geographical data modeling,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Covering
varied topics on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his book will prov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cing engineers alike.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and pollution risk assessment / 地下
水脆弱性和污染风险评估
责任者: editors, Andrzej J. Witkowski, …
出版者: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ISBN: 9780367422370, 9780367822927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i, 212 pages
索书号: 484.082/W7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is volume offers detailed comparisons and validations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assessing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DRASTIC, GOD, PI, RTt, AVI, SINT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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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It contains new aspects of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astal
aquifer vulnerability and aquifer vulnerability to methane gas leakage from shale gas
wells. The book also contains the results of studies on intrinsic and specific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migr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nitrate, groundwatersurface
water interaction), with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 approaches to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mapping in Poland, Ireland, Italy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15 chapters
derived from two IAH conferences held in Ustron, Poland in 2015 and 2018. The
book is valuabl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in risk assessment,
and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It is aimed at land use planners, water managers, the
environmental industry, regional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cils and
students studying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water :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thical issues /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金属和类金属污染 ：环境、政策和伦理问
题
责任者: Abhik Gupta
出版者: CRC Press
ISBN: 9780367188030, 9780429198373
出版年: 2021
页码: xv, 261 pages
索书号: 484/G95h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ecosystems involves important policy-related and ethical issues besides their more
well-known scientific aspects.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Water :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thical Issues has brought these
three dimensions under a single volume. The book presents to the readers an
updated status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water and project its future implications. In Section I, the book provides a
state-of-the-art review of research findings on entry, storage and release, human
health risks, and th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by freshwater biota and the toxic effects
experienced by them. The book also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bi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metalloids, and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ir
distribution and toxicity. Section II of the book throws light on the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s adopted in several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vexed issue of metal
contamination of waters both in a historical as well as current perspective. Special
emphasis has been given on contamination of drinking water - with its att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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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in human health. The book also treats the relevance and applications of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 which forms the backbone of the
water policies of several countries. In Section III, discussions focus on ethical issues
arising out of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water, and on the different
ethical approaches and principles in both indigenous and other societies. Features :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major facets of heavy metal and metalloid
contamination of water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latest research in the subject area ;
Ample case studies in all chapters that highlight specific problems ; Review of policy
and legislation for control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water ; Water ethics in
indigenous societies. This book will be a vital resource for students and research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ecotoxicology and pollution studies.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 fundamentals, practices,
and sustainability / 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基础、实践和可持续性
责任者: Chunlong (Carl) Zhang
出版者: Wiley
ISBN: 9781119393153, 1119393159
出版年: 2020
页码: xxxiii, 477 pages
索书号: 484/Zh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is textboo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n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book is to be
used as a college textbook targeted primarily for student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well as a reference book for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who have
not receive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the subject but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stages
of site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he book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in describing the importance of groundwater resource,
groundwater quality, contaminant sources and types, and the scope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It then provides remediation basics such as subsurface
chemical behaviors, soil and groundwater hydrology and characterization, regulations,
cost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ent. This is followed by various conventional and
innovative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pump-and-treat, soil vapor extraction,
bioremediation, incineration, thermally enhanced techniques, soil washing/flushing,
and permeable reactive barriers. The book ends with a chapter dedicated to the
modeling of groundwater flow and contaminant transport in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zones.

42

“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Urban watersheds : geology, contamin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 城市流域：地质、污染、环境法
规和可持续性 (2 版)
责任者: Daniel T. Rogers
出版者: CRC Pr., Taylor & Francis Group
ISBN: 9780367133740, 9780429026188
出版年: 2020
页码: xxiii, 583 pages
索书号: 484.3/K16/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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