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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重点专项是全面贯彻十九大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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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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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生产生活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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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农村环保产业、新

能源产业、住宅产业、传统文化产业等发展新动能，推进“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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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革命”与乡村绿色技术银行建设，促进绿色宜居村镇建设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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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性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与装备创

制、以及典型综合示范三个层次，共设计部署 35 项重点任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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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第一批指南发布 10个任务方向，

其中基础性研究任务方向 4个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与装备创

制任务方向 6个。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8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

一、基础性研究类

1. 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系统开发

研究内容：研究村镇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的相互作用关

系，揭示不同村镇聚落体系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需求机

理，研究建立分析和识别模型；开展村镇典型污染物输移过

程跟踪与水环境模拟研究，揭示不同类型村镇的关键环境胁

迫因子和环境影响机理；开展村镇建设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模

式研究，揭示关键资源环境要素对村镇建设的约束性影响，

构建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开展基于多

目标耦合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集成研究，研发村镇资源环

境承载力测算模拟系统平台；选择典型村镇，开展村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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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测算系统运用示范，针对村镇承载力状态与宜居村镇

建设要求，研究提出不同类型宜居村镇绿色生态建设模式，

从空间管制、生态廊道构建、河流与湖库保护等方面提出承

载力提升方案。

考核指标：提出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方法 1套；

形成村镇典型污染物输移过程分析方法 1套，建立水环境模

拟模型 1个；形成村镇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承载力评价技

术方案各 1套；提交村镇建设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可视化

平台 1套；建立村镇聚落类型的绿色生态建设模式 6套，提

出宜居村镇承载力提升方案 4套以上；编制相关评价指标体

系、技术规范、指南 5项。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 村镇建设发展模式与技术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我国绿色宜

居村镇典型类型及特征，构建产村（镇）融合模式，推导绿

色宜居村镇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建管结合的绿

色宜居村镇典型管理模式，探究村镇建设动态发展机制，探

明绿色宜居村镇建设的工程管理与监督模式；研究基于全生

命周期信息模型的绿色宜居村镇建设评价方法，构建绿色宜

居村镇建设的评价体系；研究绿色宜居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的

主要需求，构建开放共享模式下的绿色宜居村镇基础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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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指标，探索绿色宜居村镇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创新机制和建

设模式；研究建立绿色宜居村镇住宅建造技术清单并提出配

套技术标准及指标参数。

考核指标：建立绿色宜居村镇产村镇融合经济模型 1套，

提出我国绿色宜居村镇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村镇建设

动态发展模型 1套，提出绿色宜居村镇建设工程管理与监督

办法；制定绿色宜居村镇规划评价方法及评价体系 1套，开

发节能减排技术体系 1套，开发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1套；提

出绿色宜居村镇基础设施配建指标 1套，提出能源发展战略，

提出环境保护策略；建立绿色村镇住宅设计建造技术清单 1

套，建立建造技术数据库 1套。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 村镇聚落空间重构数字化模拟及评价模型

研究内容：研究村镇聚落形成与演化过程及阶段特征，

揭示村镇聚落体系发展与重构的脉络规律；研究村镇聚落体

系结构关系与类型识别技术，突破我国村镇聚落类型谱系与

数字模拟展示技术；研究构建村镇聚落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和模型，建立村镇聚落变化监测技术体系；研究村镇聚落发

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探索不同类型村镇聚落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规划设计优化技术；研制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村镇聚落转型发展的数字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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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建构村镇聚落空间演变、类型谱系、驱动力

分析、数字化模拟的基础数据库各 1个；提出村镇聚落空间

演变过程分析、类型谱系识别、变化监测、全息展示、动力

分析以及空间重构和数字化模拟的技术方法各 1套；提出村

镇聚落驱动力分析、变化监测、发展影响评价以及空间重构

模拟模型各 1套；提出村镇聚落空间动力转型与空间重构理

论各 1套；编制我国村镇聚落空间类型谱系图集 3套以上；

提出我国典型村镇聚落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示范建

立村镇聚落空间演变与重构过程全息展示平台 3个以上，聚

落有机更新与发展的监测与数字化模拟示范平台 3个以上。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4. 地域性村镇建筑灾变机理与适宜性防灾减灾体系

研究内容：探索适宜性高性能村镇建筑结构新材料和新

体系，开展结构主要构件和节点的力学性能实验研究和数值

仿真模拟，建立新型高性能村镇建筑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

法；研究极端天气条件下村镇建筑洪水作用分析模型，开展

洪水对村镇建筑冲刷和损伤机理研究，建立适宜性防洪减灾

技术；开展强震下村镇建筑精细化动力行为的多尺度分析与

试验研究，提出村镇建筑地震损伤演化机理与抗倒塌设计方

法；开展村镇特色建筑火灾蔓延动力学特性分析，研究考虑

多因素耦合作用的村镇建筑火灾蔓延机理，提出适宜性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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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研究村镇建筑灾害动态监测方法，以及针对各种

数据源、不同传感器、大数据量遥感影像的快速综合处理技

术，提出时空一体化村镇建筑灾害采集和动态监测理论体

系，建立多灾种灾害信息分析与管理的综合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村镇建筑地震、火灾、洪水等主要灾害

场模型不少于 3套；结合地域性村镇建筑特色，提出适宜性

村镇建筑新材料不少于 2种、村镇建筑抗灾新体系不少于 3

套；建立村镇建筑抗灾性能化设计方法不少于 2套；完成村

镇建筑抗灾分析数值仿真分析平台不少于 3套，包括高效抗

震计算平台、考虑风速的火灾分析平台、洪灾破坏仿真平台

等；建立村镇建筑时空一体化防灾监测理论体系，完成村镇

建筑灾害监测系统和评估系统不少于 2套。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与装备创制类

5. 乡村“厕所革命”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厕所革命”是涉及厕所污染物的收集、贮

存、运输、处理、处置、利用等过程的生态链工程，强调物

质、能量系统、污染物处理、污水回用的闭路循环，已成为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因地制宜系统开发

“厕所革命”实用性技术体系为导向，重点开发黑水、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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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水处理和污水回用技术，集成具有卫生、节水或污水再生

利用功能的厕所系统；着重在水资源短缺和人口密度大的地

区，突破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处理技术，集

成具有卫生、无水的厕所系统，实现无水冲式厕所及排泄物

处理关键技术产业化；梳理并总结“厕所革命”共性技术，

建立健全技术装备制造标准与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设备与成套化装备，集成环保、节

水、节能型户用与公共厕所，实现厕所革命关键技术集成与

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集成不同类型厕所 5类以上，配套设备

产品 20台（套）；研发黑水、黄水、褐水处理和污水回用技

术 4项；厕所系统用水与传统水冲厕所相比节水 60%以上；

户用厕所示范用户 1000 户以上，接受度评价覆盖人口累计

1000人；构建厕所产品选型决策系统 1项；对新型厕所技术

进行实际综合测试评估 15次。编制技术标准、导则或指南 5

项。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6. 村镇生活垃圾高值化利用与二次污染控制技术装备

研究内容：研发村镇有机垃圾快速定向腐殖化与恶臭气

体控制技术装备，实现有机垃圾就地肥料化；研发村镇垃圾

高效热解气化与烟气净化技术装备，突破村镇生活垃圾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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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能源化；研发生活垃圾干式厌氧发酵与可燃气提纯净化

技术装备，实现有机生活垃圾清洁燃料化；研发村镇生活垃

圾及其残余物低成本无害化填埋与渗滤液处理技术装备，实

现生活垃圾及其残余物无害化；针对我国不同村镇特性、垃

圾特性，研究垃圾分质高值化处理与污染净化技术模式，构

建村镇垃圾就地处理标准体系构建与长效运行管理机制。

考核指标：开发适宜村镇原生垃圾、陈腐垃圾高值化处

理、二次污染控制成套技术、装备 4套；提出不同处理处置

与资源利用模式不少于 4 套和长效运行机制；建立日处理

20-30吨垃圾高值化处理工程示范，垃圾就地处理率不低于

90%，吨投资及处理成本不高于当地垃圾处理费用；构建村

镇生活垃圾环境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 1套，提出村镇

垃圾处理技术、二次污染控制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规

范、指南不少于 5项。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7. 村镇低成本清洁能源供暖及蓄热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暖技术和装备，研

发太阳能供暖系统、蓄热装置及建筑构件化集热部件，建立

太阳能供暖系统与辅助能源系统耦合设计、调控及评价方

法；研究村镇级微型分布式供能技术和装备，建立村镇供暖

分布式能源开发模式及适用性评价方法，开发适用乡村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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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微型热电联供装备；研究电热直接转换供暖技术和装

备，开发户式与集中供暖、蓄热、供配电及智能控制成套技

术和产品，研究系统和产品测评方法，完善相关技术体系；

研究低品位能供暖技术和装备，开发村镇供暖专用热泵系统

和产品，提出热泵及地热供暖适宜性研究方法，建立相关测

评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村镇建筑用能系统有机整合与效率

提升技术，研发高效供暖及多功能集成装置、多能互补系统

和模块化高效供热热源及用热末端装备。

考核指标：提出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供暖系统或蓄热集热

装置 5项，供暖费用不高于当地天燃气供暖热价；开发电热

直接转换供暖相关装置和系统共 5 项，电热转化率不低于

95%，蓄热装置可实现全谷电运行；开发低品位能供暖装置

或系统 5 项，系统供暖季节能效系数不低于 2.8；开发多能

互补或高效供热装置或系统 5项，热效率在现有标准基础上

提升不低于 25%；提出不同地区开发用能模式 5套，开发村

镇集中供能成套装备或热电联供装置 5项；提出村镇低成本、

清洁能源供暖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各 1套，完成清洁能源

供暖技术经济分析报告 5部，技术指南 5部；实施单项技术

应用示范 5项以上。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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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县域村镇空间发展智能化管控与功能提升规划技术

研发

研究内容：基于自然、经济、社会要素影响和村镇发展

趋势分析，研究县域村镇发展潜力评价技术，建立村镇发展

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选择典型地区开展技术应用示

范；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迁移规律并研判村镇人口变动趋

势，研发县域村镇规模结构优化和规划技术，建立村镇规模

等级体系变动和人口变化分析预测模型；研究城乡统筹背景

下村镇发展动力、约束机制和变化态势，分析村镇功能类型、

城-镇-村功能关系及演化路径，研制村镇职能类型识别方法，

获得村镇综合效能评估和整体功能提升技术；基于县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分析、村镇空间形态及空间扩展趋势

研究，研发村镇空间扩展的适宜性评价技术和评价系统，研

制县域村镇开发边界划定和空间扩展模拟技术；开发多要素

干预下的多目标村镇发展模拟系统和智能化决策管控平台，

在典型地区开展村镇发展评价和规划技术综合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县域村镇发展动力分析、资源环境承载

力分析、发展潜力评价、人口变化分析预测、村镇功能识别

和综合效能评估等指标体系、模型 15 套；研制县域村镇体

系结构优化、开发边界划定、村镇功能提升、综合支撑体系

建构等技术方法、导则 5套；研制多要素干预下村镇发展模

拟、规划实施效果监测、多目标智能化管控等系统 4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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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县域村镇体系结构优化、综合功能提升等技术应用与示范

区 5个。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9. 乡村住宅设计与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乡村住宅建筑空间优化设计方法，适应

农村生活、生产、生态融合对乡村住宅复合功能的需求；研

究功能可变、部品可换、维护便捷的乡村住宅长寿命设计建

造关键技术，提升乡村住宅品质；研究乡村住宅模块化快速

设计建造技术体系，适应村镇宜居住宅对高效、低价、集约

建造的需求；研究乡村住宅施工建造适宜性小型化成套装置

装备及配套工法，解决乡村住宅施工建造机械化、智能化、

小型化程度低的问题；研究建立基于轻量化 GIS/BIM系统的

乡村住宅设计与建造技术应用信息平台，适应乡村住宅设计

与建造规范化、产业化、信息化发展。提高施工人员技术水

平。

考核指标：建立具有融合特征的典型区域代表性宜居乡

村住宅建筑体系及绿色、宜居、安全的设计指标体系 3项；

建立农村住宅耐久性设计和产品体系，研发新型长寿命建筑

产品体系不少于 3项，编制技术导则 3套；建立适宜快速建

造的住宅建造体系 3项，完成模块化产品库 1项；研制小型

化、智能化、集成度高的村镇住宅施工适宜性装备 5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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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施工工法 2套；建立基于轻量化 GIS/BIM系统乡村住宅便

携式管理平台；编制标准图集不少于 5套；完成示范工程不

少于 3项，建设面积总计不少于 1.5万平方米。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10. 村镇生态建筑材料研究与部品开发

研究内容：研究地方低品位原材料、大宗固废（农业剩

余物、河湖淤泥、建筑废弃物等）建材资源化利用技术；研

究村镇传统建材（石材、木材、竹材、生土基材料等）性能

优化、产品升级换代、与新型建材的复合应用技术；研究绿

色民居室内外生态环境功能材料，研发适应村镇传统民居改

造、修复、保护的特色功能材料与技术；研发产品预制化、

模块化技术与适宜工艺装备，适应村镇绿色民居住宅产业化

发展趋势；研究制定生态与特色村镇适宜建材标准与应用技

术规程规范；研究可再生能源与地暖节能配套材料及应用技

术；开展典型村镇绿色民居建筑用材研究与集成示范，推进

材料结构一体化、建筑与环境协调化发展。

考核指标：突破建材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关键技术 5项以

上；形成一批充分利用地方低品位原材料的村镇绿色民居适

宜建材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40 项以上；编制村镇绿

色民居适宜建筑材料规范性技术文件 10 项以上；建立村镇

绿色民居适宜建筑材料示范基地、中试线与示范生产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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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示范推广建筑面积超过 1万平米。

执行期限：2018-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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