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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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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城镇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

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 年度定向项

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实现城镇经济、社会、生态可

持续发展，在空间优化、品质提升、智慧运维、绿色赋能、智能

建造、低碳转型等 6个方面加强技术供给，突破应用基础理论，

研发核心技术装备，为提升我国城市和建筑的功能品质、实现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科技体系支撑。

2022 年度拟部署 5个定向择优项目、1个定向委托项目、1

个部省联动项目，拟安排国拨资金 1.3 亿元，实施周期不超过 4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

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

本专项 2022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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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群都市圈空间优化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现有城市群都市圈规划过于注重经验而科学

性不足的问题，结合大城市病治理，围绕生态、生产、生活（“三

生”）空间科学规划和高效利用需求，研发基于模型和数据驱动的

典型城市群都市圈空间组织和功能布局优化评价方法；研究城市

群都市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空间耦合及交通匹配的优化技

术；研发基于通勤效能的都市圈市域（郊）铁路与城镇空间协同

布局关键技术；研究城市群都市圈公共服务体系空间优化配置及

评价方法；研究都市圈极端气候综合风险评估技术；研发都市圈

洪涝衔接、城镇联动的洪涝蓄排空间优化与管控技术；研究都市

圈安全与生态隔离体系优化与评估技术；开展城市群都市圈空间

优化技术集成及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城市群都市圈基础数据库，涵盖 10 个以上

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交通、气象等方面的数据信息以及生态隔离

带空间监测信息；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都市圈产业链、供

应链、创新链与交通运输体系的空间组织理论、特征和规律；研

发都市圈尺度 100米空间精度的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预测评估模

型；研究耦合 5种以上灾种以及涵盖社会经济、空间资源、基础

设施等领域 8种以上承灾体的都市圈极端气候综合评估技术；提

高城镇内涝设防标准下的 24 小时降雨消纳能力 20%以上；构建

多技术模块耦合的城市群都市圈空间优化的空间模拟综合平台；

编制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技术导则 5部以上；在重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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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都市圈开展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为推荐单位组

织申报。

2. 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与治理理论和方法

研究内容：针对既有城市规划建设理论及方法难以应对新时

期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空间等系统问题，围绕资源环境紧约

束以及人民对人居环境的更高需求，研究不同规模城市的可持续

生长机理与规划建设的基础理论；研发可持续发展导向下城市建

成区诊断评估及空间结构、高度、密度、强度优化的关键技术；

研发城市生态空间控制与用地布局优化关键技术；研发宜居导向

下的存量空间再利用潜力评估技术；研发可持续规划建设多模态

情景智能仿真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城市建成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动态

监测空间数据库，研发国家级服务行业部门应用的城市建设质

量诊断监测评估平台，包括城市空间建设规模强度监测功能等，

覆盖全国 31个省会城市以及 5个计划单列市；研发城市生态空

间控制线识别与划定技术指南；研发城市可持续规划建设多模

态情景智能仿真信息平台，实现 500 平方公里以上城区、不少

于 30 项参数化推演的情景仿真模拟系统；形成国家/行业/团体

技术标准 2 项，以及用于指导城市高水平建设的技术导则；完

成综合科学评估、生态空间优化、存量空间挖潜三方面建设应

用案例不少于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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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为推荐单位组

织申报。

3. 城市更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时间短、速度快、规模大、

本土特色不足及城市更新设计理论体系缺失等问题，研究基于中

国特色的城市更新设计发展历程、趋势规律和理论方法；研究基

于多源数据融合及多系统耦合的城市空间特征价值研判、问题解

析与更新潜力评测及规划设计决策技术方法；研究基于多元多维

要素禀赋的城市更新类型谱系划分技术方法体系；研究基于本土

特色的全流程、动态性、应用型城市更新典型类型设计方法和集

成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提出城市更新发展机制，开发动态城市更新样本

数据库，涵盖土地集约、空间利用、温度、日照、通风、植物、

技术、材料、业态模式等本土特色空间特征因子，核心数据容量

≥10TB，数据颗粒度达到 10米级；建立基于城市体检评估的多源

信息的空间特征价值研判、问题解析与更新潜力评测指标体系 1

套，建立基于应用场景及数据驱动的多系统耦合、多情境模拟、

多目标决策支持模型 1个；建立类型谱系划分技术方法，实现类

型覆盖率≥95%，提出 10~15种典型类型；编制典型类型城市更

新标准规范、设计导则、指南 5项以上，完成典型类型城市更新

验证性实践 10~15项，用地面积达 100km2。提出城市更新理论体

系 1套，形成涵盖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更新发展规律、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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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的仿真模型 1套，开发基于城市更新建造需求的绿色化、

智能化、装配式等新技术综合集成应用平台 1套，在不少于 10个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及其他典型城市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为推荐单位组

织申报。

4. 绿色殡葬关键技术和设备

研究内容：针对急需提升殡葬设备设计理论依据、减污降碳

和清洁能源处置遗体关键核心技术、殡葬场所环境品质和设备智

慧化管理等系统化需求，研究绿色火化设备燃烧、传热与炉体结

构、参数控制关系，建立火化数值模型；研究殡葬设备智慧化升

级关键技术，构建设备运行效率和耗能智慧系统；研究多污染物

超低排放协同控制和变频微波遗体处置关键技术；研究火化间空

气污染控制关键技术，解析污染物组分和生成机理；研究遗体处

置过程中生物安全防控技术，开发智能化消毒设备。编制行业技

术标准，进行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绿色火化设备平均油耗≤15kg，单台余热利用率

≥40%，建立火化数值计算模型；智慧系统算法处理数据量 TB

级，支持设备能耗下降 10％；变频微波遗体处置装置耗电≤80

千瓦时，时间≤60min，SO2排放浓度＜20mg/m3，NOx排放浓度

＜160mg/m3，二噁英类（ng-TEQ/m3）≤0.1；火化间内颗粒物洁

净空气净化量＞300m3/h，TVOC洁净空气量＞150m3/h，除菌率

≥50.0%；殡葬服务机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技术，智能化消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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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指示菌（含细菌、真菌）的杀灭率≥99.90%；制定行业标准

规范 3项，完成示范工程 3个。

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民政部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5. 城市超标降雨风险预控预警与蓄排联调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和现状能力降雨径流

的风险监测、预控预警、管网提质、联调防涝需求，研究面降雨

雨型特征、极端降雨设计雨型及城市超量径流演进规律，超量径

流通道和蓄排空间布局及风险预控技术；研发超量径流孕灾受灾

要素物联网智慧感知技术及装备；研究地铁口和大型地下公共空

间等重要基础设施内涝风险阈值及超量径流临近精准预测预警技

术；研究管渠—泵站—道路—调蓄设施—河湖水系等多系统蓄排

智慧联调技术，道路行泄安全防控技术；研发机动化、智能化管

渠清障及超量径流雨水蓄排技术。

考核指标：面降雨雨型集 1套，包含不少于 5种模式雨型；

设计雨型确定技术导则；城市超标降雨径流风险预控技术导则；

制修订国家/地方标准 2项；积水过程一体化精准协同监测设备，

积水范围变幅及水位升速分钟级监测准确率≥80%；道路行泄预

警仪，“流速×水深”精度≤0.05m2/s；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内涝风

险阈值确定技术导则；城市内涝临近预测软件模块，涝前 2h 预

测准确率≥80%；城市超量径流多系统智慧蓄排联调系统 1项，

动态方案的周期性更新时间≤15min；超量径流蓄排联调技术指

南；超量径流智能蓄排装备 2套，与物联网感知响应时间≤2min；



浙
江

大
学

 kjcg
x

— 32 —

400mm以上管渠智能清障装备 1套，清通率≥90%；主要成果在

不少于两个不同类型城市开展综合应用，累计汇水面积≥50km2。

有关说明：该指南方向采用部省联动机制实施，由重庆市作

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地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

其他经费（包括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1:1。

6. 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理论方法和平台构建技术

研究内容：面向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化需求，研究

CIM核心要素、运行机理等基础理论框架与分布式架构体系；研

究支持高逼真环境下海量三维参数模型、体模型、流模型、网格

模型等的协同编辑与交互的几何引擎技术；研究面向海量数据的

分布式组织存储和管理引擎，实现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信息空

间等城市多源数据的高精度融合计算技术；研究 CIM与建筑信息

模型（BIM）的协同建模与分析技术、多源 BIM数据与 CIM数

据的互通融合技术，实现 CIM平台上调用 BIM的多领域分析与

模拟服务能力；研究 CIM基础平台系统构建技术，支持分布式计

算、分析、服务组件的技术验证。

考核指标：构建分布式 CIM 基础平台，可支持 TB 级 CIM

多模态的秒级几何快速计算，以及 2000平方公里范围、50亿 BIM

构件、PB级数据容量，单用户场景浏览平均帧速率不小于 30帧/

秒，单模型编辑响应在 100ms以内；搭建 CIM分布式数据引擎，

支持建筑、市政、交通等场景的多尺度数据存储、调用、计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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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数据融合能力；开发针对统一数据格式的多源 BIM交付模

型处理工具 3项，实现 CIM平台的 BIM模型编辑、质量检查、

数据查询、数据统计、分析与模拟等功能；平台支持 300项以上

二次开发接口，编制平台接口行业标准 1项；平台支持 6个以上

城市验证应用，10个以上场景，编制平台评价及推广方案 1项，

智慧管理场景技术体系方案 1项；编制国家—省—市多层级平台

协同方案，支持 2个以上省协同应用。

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作为推荐单位组

织申报。

7. 地球大数据支撑城市人居环境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利用科技创新促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的需求，研发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

统空间观测要素和特征因子的卫星动态监测关键技术；开展多平

台、多载荷无人机组网研究，突破无人机组网遥感城市高分辨率

三维影像地图和数字孪生基础底图关键构建技术；突破非空间可

持续发展数据的空间化与数据的标准化技术，研发融合国产卫星

数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标准数据产品；研究长时序、多要素

城市可持续发展数据的管理与可视化关联挖掘技术，研制实时传

感器网络城市人居环境数据的信息集成平台，服务可持续发展背

景下的城市空间优化分析。

考核指标：研发不少于 5个空间观测要素和特征因子的卫星

监测技术，城市夜间灯光观测能力填补 10 米空间分辨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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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无人机遥感孪生数据一体化组织与分布式存储技术、海量数

据时空可视化与三维影像地图服务等关键技术 2项以上，形成支

撑 5个以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三维数字孪生基础底图；研制

利用国产卫星数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标准数据产品 1套；提

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数据的在线数据管理、可视化关联挖掘技术不

少于 5项，研制实时传感器网络城市人居环境数据的信息集成平

台 1个；在不少于 2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应用，并

做国际推广。

有关说明：拟支持 1项，由中科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由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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