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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重点专项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重要举措，是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助推扶

贫攻坚的重要步骤，是解决我国当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紧迫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为了推动我国村镇领域技术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

《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

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启动实施“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

新”重点专项。 

专项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主线，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生产生

活生态融合。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特点的村镇，以建设绿色宜居村镇

为导向，重点突破乡村清洁、村镇规划、宜居住宅、绿色建材、清

洁能源等方面关键技术，构建基础研究平台、智慧乡村平台、生态

建设平台等，促进绿色宜居村镇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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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按照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一体化组织实施的思路，围绕

总体目标，根据专项的统一部署，结合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链

条的特点与规律，2019 年度拟发布 13 个任务方向，其中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类任务方向 12 个，应用示范类任务方向 1 个。拟安排

国拨经费约 4.62 亿元。 

一、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1. 村镇饮用水水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开发 

研究内容：根据我国不同地区村镇饮用水水源污染现状，识

别主要风险污染源及典型污染物，研究水源地水质保护技术和防

控策略，改善水源水质；研究不同水源水质特征，研发标准化、

系列化、智能化的村镇饮用水处理工艺和装备，实现产业化；辨

识典型村镇地区水源特征污染物，开展村镇非常规水源水深度处

理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研究村镇饮用水品质影响要素，开展村

镇高品质饮用水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提升村镇饮水品质；聚

焦村镇规模化水厂运营、管理薄弱的技术瓶颈，研究村镇饮用水

厂运行监控、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规范管理策略，构建适合我国

村镇饮用水厂的集成技术和管理综合体系，并建立示范工程。 

考核指标：研发水源保护、净水处理、管网输配等关键技术

7 项以上，村镇饮用水标准化处理装备涵盖 5 个以上系列并实现

产业化，技术规程 3 项以上，形成典型村镇地区的供水模式、技

术和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水处理成本和管网漏损率均比现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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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15%以上。建立不同地理区域和特征水质的技术集成与综合

示范工程 10 个以上。 

2. 村镇污水处理与循环利用装备开发 

研究内容：研发因地制宜的农村污水循环治理技术与装备，

形成村镇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途径，研发侧重于物质和能量循环

的村镇生活污水分质处理技术与装备，建立农村水资源最优化循

环和利用技术方法；研究强化污水中资源回收与有害污染物去除

的循环回用技术，解决高氮磷低有机物负荷的乡村污水处理问题；

开展节能节地抗多变性的一体化村镇污水处理技术研究，解决高

排放标准的城郊型村镇地区污水处理难题；研究强化污水生物处

理功能，开发适合于村镇污水物化-生化耦合处理工艺的新材料、

新药剂及其成套装置，实现村镇水质敏感区高标准出水的技术策

略；研究外源拦截、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态景观一体化等关键技术，

形成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河流治理的技术方案。 

考核指标：建立我国村镇污水循环治理模式与技术研发体系，

突破高标准节能节地型污水处理、村镇污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非常规污染物去除、污水处理与生态景观互融共生、乡村水

环境修复等关键技术 10 项以上；开发适宜村镇污水治理的关键

材料与装备 5 项以上；建立功能材料与装备生产线 2 条；建设村

镇污水处理与回用示范工程 10 项以上；编制村镇污水循环治理

领域的新型处理技术指南（规程）3 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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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镇生活垃圾移动式小型化处理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研发垃圾分散收运-小型化移动集中处理技术模式

与大数据智能监管平台，解决农村垃圾分散处理成本高、运维管

理难等问题；研发垃圾高效预处理与压缩运输一体化技术装备，

实现有机垃圾分离、运输过程污染减量及有效降低压缩输运成本；

研发强化物化-高效反渗透联用处理技术与移动式装备，实现村镇

日处理 2-5 吨/日小规模渗滤液机动式处理；研发村镇有机垃圾生

化处理技术与移动式小型化快速发酵设备，实现有机垃圾就地肥

料化、能源化和多站式移动服务；研发移动式垃圾快速减量化与

污染控制装备，形成农村垃圾污染应急处理的有效途径。 

考核指标：针对不同村镇特点，提出分散式预处理收运与就

地、集中处理处置相结合的新模式 4 套；开发村镇生活垃圾移动

式小型化处理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8 套；建立日处理 2-10 吨垃圾

移动处理工程示范；构建村镇垃圾智能管理与大数据平台 1 套，

达到实施监管村镇分散垃圾收运、处理量、污染渗滤液处理量、

运核算成本等；构建村镇生活垃圾环境管理技术体系和长效运行

机制，制定相关规范、指南 5 项以上。 

4. 乡村生态景观营造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全国村镇乡土景观资源特征指标体系研究，

建立村镇乡土景观资源评价方法，搭建村镇乡土景观资源数据库；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与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从空间格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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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景观营造、管护与提升技术等方面，应用数字化技术，研究

村镇乡土景观参数化规划设计方法，并开展典型地域代表性村镇

乡土景观营造模式研究；开展村镇乡土景观营造中的物种多样性、

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等生物多样性维护技术研究，并建

立生物多样性维护实时监控平台和预警机制；开展村镇乡土景观

营造中的乡土植物选择、景观风貌、种植空间模式、种植方法、

传统工艺挖掘等技术研究；开展村镇乡土景观中历史人文资源可

视化保护利用技术研究，开发集信息收集、特征识别、民众反馈、

智能监管功能的乡土景观可视化研究平台。 

考核指标：完成村镇乡土景观分类，建立村镇乡土景观数据

库 1 个；提出村镇乡土景观参数化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 1 套；形

成全国典型区域的村镇乡土景观建设模式 20 种以上；形成村镇

乡土景观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基础方法体系、标准规范和预警监控

机制 6 套；针对西北、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南等 6 大区

域，研发村镇乡土植物品种选择、工程建设技术、植物栽植和养

护技术等关键技术 20 项；开发具有推广价值的村镇乡土景观中

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利用可视化平台；建立国家级村镇乡土景观营

造综合研究实验室及示范基地，建立典型村镇乡土景观营造示范

6 个以上。 

5. 社区环境监测及修复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环境污染常规指标、重金属和新型污染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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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居活动干扰下的特征和多介质迁移规律，开发村镇社区环境

污染分类和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研究适用于地下水丰富特征的

受污染地表和地下水环境一体化修复关键技术和装备，解决河网

地区村镇社区环境修复技术需求；研究山地或丘陵村镇生活陈垃

圾场和社区周边水体水土协同修复关键技术与小型设备，突破具

有壤中流特征村镇社区环境修复技术难点；研究适应于具有冻土

和水体冻融过程的受污染水土环境修复关键技术，支撑寒冷地区

村镇社区环境的有效修复；研制污染源溯源、尚未知风险物检测

等的关键传感器、仪器仪表等的集成系统，开发能支撑建设县域

范围村镇社区、涵盖多要素多源过程的监测预警集成平台技术，

满足村镇社区环境监测简便经济适用的技术要求。 

考核指标：研发污染物快速检验监测及鉴定的新技术 4 项以

上，获得经济实用新仪器设备 4 套以上；建立我国村镇社区不同

污染类型的评估技术方法，制定污染类型、风险评估、健康评价

技术规范 3 项，制订村镇社区污染类型区划标准；获得适用于地

下地表水体一体化修复、受污染水土协同修复、冻土和冻融水体

修复单项技术不少于 6 项，集成系统 3 套，技术规程或指南 3 项

以上；研制适合于村镇社区水土环境修复的小型设备 3 台以上；

社区环境监测及修复示范 3 个以上；形成能够支撑建设县域范围

村镇社区环境监测预警系统的集成平台技术至少 1 套。 

6. 村镇生物质资源制备清洁能源及高值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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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系统研究废弃秸秆高效转化制备气、液、固三相

清洁生物燃料的综合利用技术；开展秸秆生物炼制制备醇烃类燃

料技术研究，解决秸秆原料的成分解构和高效能源转化难题；开

展秸秆热解液化并提质制备生物油技术集成研究，解决秸秆热化

学转化的传质传热难题；开展高浓度秸秆混合发酵制备生物燃气

联产有机肥技术集成及低劣生物质活性炭在发酵产气、沼液回用、

炭基有机复合肥系统中集成应用技术；开展秸秆制备成型燃料并

联产活性炭的技术装备及炉具制造技术集成研究，解决秸秆气、

液、固综合利用过程中能耗高、技术经济性差的问题。 

考核指标：形成 4 类废弃生物质秸秆资源联产清洁燃料和生

物质活性炭的高效利用技术，建设具有地域特色并可复制推广的

示范工程 10 个以上，液体燃料生产规模达 1 万吨/年，生物燃气

生产规模达 1 万立方米/天，固体成型燃料生产规模达 10 万吨/年，

活性炭生产规模达 2 万吨/年，示范区内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 80%

以上，秸秆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85%以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效转化技术和特种装备制造技术 10 项以上。 

7. 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规划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村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历史

文化等，研究特色村镇的特征和内涵及界定标准，建立特色村镇

类型判别和划分方法、特色村镇综合数据库；根据不同类型特色

村镇的内涵、要素特征和表现形式，研究提出特色村镇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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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结构、景观及建筑风貌等保护方法、技术和标准；分析

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出特色村镇资源再开发利用

技术和功能置换提升方案；根据特色村镇的历史演化、空间形态

及功能格局等，识别和划分保护区和发展区，形成特色村镇改造

利用的规划设计技术和导则；开发特色村镇保护的综合分析评估

与监测系统，开发特色村镇保护和改造的规划设计辅助系统和实

施效果展示平台，开展技术集成和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提交特色村镇界定与类型识别技术 1 套，提出我

国特色村镇类型谱系和典型区域特色村镇类型界定方法，建立特

色村镇保护和规划综合数据库 2 个；提出特色村镇保护的分类指

导办法和技术指标 1 套，形成保护效果分析评价系统；编制不同

类型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规划技术导则或标准（草案）7 套以上；

提出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关键技术 5 项，完成特色村镇保护的综

合分析评估与监测系统 1 个；开发完成特色村镇保护和改造的规

划设计辅助系统 1 套和实施效果展示平台 1 个；建成特色村镇保

护与改造规划技术应用示范 3 个以上。 

8. 村镇社区空间优化与布局研究 

研究内容：研判快速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村镇社区化

转型的演化趋势和规律，探究村镇社区功能类型和空间结构模式，

突破村镇社区类型识别和评价、多类型村镇社区评价与空间结构

优化等技术；研究村镇社区功能优化和空间重构范式、村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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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功能优化与空间布局模拟技术；研发村镇社区生态适宜性与

敏感性分析评价技术、“三生”协调的村镇社区生态空间格局优化

方法及生态空间格局构建技术；构建不同类型村镇社区的服务体

系和设施配置标准，研究社区功能要素协同机理和设施一体化空

间规划技术，建立村镇社区服务设施功能评价和监测技术平台；

研究村镇社区宜居规划指标体系及典型地区绿色村镇社区规划设

计示范和动态模拟技术，建立村镇社区宜居规划模拟分析与管理

平台。 

考核指标：研制村镇社区类型识别和评价技术 1 套；研发村

镇社区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分析评价技术 1 套；研究村镇社区空

间规划技术导则 1 套；研发村镇社区服务设施指标体系和配置标

准 1 套；形成村镇、社区绿色宜居指标体系和绿色人居单元规划

技术导则 1 套；研制针对典型村镇社区的综合规划技术系统 3 个

以上；建成典型村镇社区空间优化与布局技术示范 3 个以上。 

9.古村落保护利用与现代传承营建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依据历史文化遗产评价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古村

落的保护利用价值评价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依

据绿色宜居规划设计原则，分类提炼古村落环境选址、气候适应、

地形利用、空间组织、形态生成、就地取材等规划设计经验和建

筑营造技术，揭示其绿色宜居的科学机理与现代营建应用途径；

针对保护规划落实、历史建筑修缮、文化空间与居住空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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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功能区之间的关联记录与信息采集等内容，研发系统的保护

管理体制和动态监测机制；基于绿色宜居目标，协同新村发展，

研究古村落历史遗产保护利用、宜居功能优化、绿色性能提升的

方法，研发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技术；将传统营建中的绿色

经验与现代宜居建筑技术有机融合，探索传统绿色宜居经验在当

前经济技术条件下的传承与再生模式，建立与古村落协同共生的

绿色宜居新住区规划设计和营建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村落与地域环境之间融合关系的分析评价方

法体系 1 套，并在多个地域古村落进行验证；分析凝练出古村落

营建智慧设计手法 5 个以上；建立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管理机制；

研发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关键技术 5 项以上；研发古村落周边绿

色宜居新住区规划设计、建筑营建关键技术 5 项以上；古村落保

护利用与现代传承营建示范5个以上；编制标准图集不少于3本。 

10. 村镇装配式住宅生态化结构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绿色生态装配式木结构体系抗震、抗火与防

腐等关键技术，提升村镇生态化结构安全性；研究低成本装配式

生态竹结构构件、节点与结构体系等关键技术；研究村镇装配式

轻钢-生物基面板组合结构体系抗震、抗火与耐久性提升等关键技

术；开发轻质高强植物纤维与水泥基建筑围护系统，研究村镇装

配式住宅被动房技术、防腐技术；研究村镇装配式住宅低成本构

件制作工艺及简易施工安装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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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形成村镇住宅绿色生态木结构和竹结构抗震与隔

减震技术、本土性低成本被动式关键技术、结构与节能一体化技

术及装配式村镇住宅建筑构件预制及施工技术等不少于 10 套；

编制村镇住宅绿色生态木结构和竹结构体系建造图集 2 套，编制

结构与节能一体化节点构造图集 3 套；完成村镇绿色生态木结构

和竹结构体系、村镇装配式轻钢生物基面板结构体系、装配式结

构与节能一体化技术及装配式村镇住宅建筑构件预制及施工关键

技术示范工程不少于 10 个，总面积不少于 2500 平方米；与类似

传统建造技术相比，示范工程采用本土性低成本被动式技术后节

能 90%以上，成本提高低于 35%，采用结构与节能一体化技术后

成本提高低于 20%；研制装配式村镇住宅低成本高效施工技术不

少于 4 种。 

11. 基于“互联网+”的村镇社区公共服务提升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农村文教、行政管理、医疗、养老、灾害避

难等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建设标准与建造技术，提升村

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服务水平，提升村镇社区服务设施功能保

障能力；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融合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提

升村镇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与信息化水平，研究社区公共服务智

能化应用技术，研发村镇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及设备；研究基于绿

色理念的农资农技综合精细化服务能力提升技术；研究农村经济

要素与消费升级的互作机理与调控模型，研发村镇社区新型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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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综合服务平台，形成村镇社区商贸服务价值链创新模式的典

型应用；研究基于农产品供应链贮藏运输多样化流通环境的农产

品柔性智能仓储、分拣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适应乡村物流特

征的物流数据共享与集成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模式 1 套、设计与改

造关键技术不少于 3 项，完成适宜于不同气候区的村镇社区公共

服务设施绿色技术体系 4 项，示范不少于 2 项；搭建村镇大数据

互联与智能服务平台 1 套，研发村镇公共服务智能设备 1 套，建

立村镇智能服务资源大数据平台 1 个；编制村镇生产服务相关指

南，搭建农资农技直通服务平台 1 套，开展农资服务应用示范工

程不少于 2 个；搭建村镇社区新型商贸连锁综合服务平台 1 套，

开展村镇商贸服务价值链创新模式示范工程不少于 2 个；开发物

流数据共享与集成服务平台1套，研发智能便携式手持终端1套，

开展乡村物流仓配一体化服务示范工程不少于 1 个；制订相关标

准不少于 3 项。 

12. 村镇生物基建筑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生物基建材高效合成、分子设计理论、超微

结构解译以及功能化转化机理；研发村镇生物质天然原料(农作物、

树木、其它植物及其残体和内含物)的资源化关键技术，提高农业

废弃物、林、竹等可再生天然原料利用效率；开展功能型生物基

建材(隔热、木塑复合、粘接剂等)及村镇建筑一体化生态功能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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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节能、防水、装饰）制造工艺与装备技术研发；开展生物基

建材制造过程中生物合成、化学合成改性及树脂化、物理复合成

型等关键技术研究；研究建立生物基建材标准体系，开展生物基

建材与装配式建筑的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突破生物质原料资源化利用、功能型生物基建材

制备等关键技术 5 项以上；形成利用可再生天然原料制备功能型

生物基建材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30 项以上；编制生物基建

材规范性技术文件 8 项以上；建立生物基建材示范基地、中试线

与示范生产线 10 个以上；示范推广建筑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 

二、应用示范 

13. 华中田园综合体宜居村镇综合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华中地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

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需求，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思想，

研究环境友好型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技术，构建具有田园特色的

宜居村镇建设模式；集成乡村绿色住宅设计建造技术，开展田园

乡村住宅示范建设；集成田园社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处置和资

源化利用、水体富营养化控制、生态及景观修复等技术，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构建适合华中不同地区的田园综合体宜

居村镇环境治理模式；在华中地区选择 5 个以上村镇开展综合示

范。 

考核指标：构建具有田园特色的绿色宜居村镇建设模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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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华中地区田园综合体村镇建设规划导则、相关指南 4 套；研发

关键技术 8 项以上、设备与装置 6 套以上；集成住宅建设和环境

治理模式 2 套以上；完成应用示范工程 5 处以上，总面积 5 万平

方米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