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水农业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FA0014 
蔬菜果树减蒸降耗节水提质技术

集成与示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范凤翠 

2 NC2010FA0015 
东北风沙半干旱区农田抗旱增效

技术集成与示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孙占祥 

3 NC2010FA0016 
内蒙古旱作生态脆弱区节水农业

技术集成示范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

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于健 

4 NC2010FA0027 

旱地作物高效用水与潜力提升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梅旭荣、孙

占祥 

5 NC2010FA0028 
河南半干旱区粮食作物高效综合

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高传昌 

6 NC2010FA0029 

山东省半湿润易旱区主要粮油作

物旱作节水高产综合技术体系集

成与示范 

青岛农业大学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林琪 

7 NC2010FA0034 
陕西渭北半湿润易旱区旱作节水

技术集成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梁连友 

8 NC2010FA0035 
干旱半干旱区一年两作节水高效

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新疆农垦科学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魏建军 

9 NC2010FA0036 
河南旱作粮田降水高效利用技术

集成与示范 

河南农业大学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王晨阳 

10 NC2010FA0041 
东北平原中部（吉林）旱作农业

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谭国波 

11 NC2010FA0043 
旱地作物御旱减灾及降雨高效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 

贾志宽 

12 NC2010FA0045 
滴灌水稻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

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陈林 

13 NC2010FA0056 
黄土高原（东部）旱作农田稳产

高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旱

地农业研究中心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王娟玲 

14 NC2010FA0060 
西北现代旱作农业节水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樊廷录 

15 NC2010FA0070 
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保育型旱作

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潘学标 

16 NC2010FA0072 
西北旱区农业水土资源潜力与高

效利用模式集成及应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 

赵西宁 

17 NC2010FA0077 
宁夏干旱区现代节水高效农业关

键技术创新与示范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

科学研究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杜历 

18 NC2010FA0089 
生物节水的遗传学基础和技术 河南大学 专家推荐 宋纯鹏 

19 NC2010FB0002 
作物需水信息采集关键技术与设

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孟兆江 

20 NC2010FB0008 

北方井灌区作物减源扩汇提质增

效节水综合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

资源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刘孟雨、张

喜英 

21 NC2010FB0010 
大型灌区再生水安全高效利用关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吴文勇 



键技术示范研究 所 

22 NC2010FB0011 
河西走廊灌区垄膜沟灌高效节水

技术体系集成研究与示范 

兰州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李凤民、李

小刚 

23 NC2010FB0018 
内蒙古河套灌区粮油作物节水技

术集成与示范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史海滨 

24 NC2010FB0021 
水稻灌区节水减污关键技术研究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崔远来 

25 NC2010FB0023 
灌溉多水源开发及灌溉用水实时

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黄修桥 

26 NC2010FB0024 
华北灌溉农田减蒸降耗水分高效

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王慧军 

27 NC2010FB0026 
作物生命需水过程控制与高效用

水生理调控技术及产品 

中国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康绍忠 

28 NC2010FB0030 
干旱区绿洲生态友好型灌区水盐

调控技术研究及示范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胡和平 

29 NC2010FB0046 
生态脆弱地区节水灌溉下生态环

境演变过程与调控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阮本清 

30 NC2010FB0049 
新疆特色林果微灌节水增效综合

技术研究与示范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张江辉 

31 NC2010FB0051 
寒地黑土水稻灌区节水增效综合

技术集成与示范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

究院 

中国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司振江 

32 NC2010FB0052 
黑龙江西部半干旱抗旱灌溉区粮

食作物综合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张忠学 

33 NC2010FB0053 
现代农业节水标准化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刘群昌 

34 NC2010FB0058 
农业综合节水效益评价与环境响

应评估方法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黄冠华 

35 NC2010FB0061 

半干旱地区小麦玉米微灌水肥一

体化高产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翟学军 

36 NC2010FB0065 
西北旱区农业高效用水信息化技

术研究与应用 

西安秦川节水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杨凌农业综合试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韩文霆 

37 NC2010FB0068 
作物健康生长水肥联合调控技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张富仓 

38 NC2010FB0071 
西北旱区节水型生态灌区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 

蔡焕杰 

39 NC2010FB0075 
河西内陆干旱区（石羊河）精细

灌溉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

院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李元红 

40 NC2010FB0082 
宁夏引黄灌区节水高效农业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田军仓 

41 NC2010FB0083 
精细地面灌溉技术与设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李益农 

42 NC2010FB0084 
多功能精确喷灌技术与产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李久生 

43 NC2010FB0090 
杨凌设施农业高效节水技术集成

与示范 

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建设管理中心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 

程建国 



44 NC2010FC0005 
城市绿地综合节水技术示范研究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

所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郝仲勇 

45 NC2010FC0019 
低能耗精确节水灌溉装备及系统 江苏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袁寿其 

46 NC2010FC0031 
田间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研究

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龚时宏 

47 NC2010FC0037 
低压抗堵塞地下滴灌技术研究与

成套设备开发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光永 

48 NC2010FC0039 
黄土高原红枣生态经济林高效用

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汪有科 

49 NC2010FC0047 
田间灌排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研发

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赵华 

50 NC2010FC0055 
黄河下游引黄灌区现代农业节水

技术集成与示范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

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李其光 

51 NC2010FC0059 
新型低能耗微灌技术研究与关键

产品开发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牛文全 

52 NC2010FC0064 
节水灌溉工程系统集成与配套设

备开发 

杨凌秦川节水灌溉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 

朱德兰 

53 NC2010FC0076 
大中型灌溉泵站高效运行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许建中 

54 NC2010FC0078 
智能控制灌溉技术与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何仲云 

55 NC2010FC0079 
东北地区玉米膜下滴灌节水增产

集成技术与示范研究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

心 

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

司 

吴玉芹 

56 NC2010FC0080 
农业智能灌溉综合技术研究与设

备开发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郑文刚 

57 NC2010FC0081 
大型农业灌排水机械设备研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福军 

58 NC2010FC0087 
北方主要粮食作物膜下滴灌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栗岩峰 

59 NC2010FD0006 
气孔免疫蒸腾抑制节水剂的研究

与产品开发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王根轩 

60 NC2010FD0013 
生物质抗旱节水材料创制与制剂

应用研究 

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宋吉青 

61 NC2010FD0057 
多元节水制剂在新疆地区的集成

示范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白福臣 

62 NC2010FD0062 
农田土壤水库扩蓄增容及其高效

利用调控技术与产品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冯浩 

63 NC2010FE0009 
灌区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水利技

术集成与示范 

武汉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邵东国 

64 NC2010FE0032 
北方灌区非常规水挖潜利用技术

研究和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王少丽 

65 NC2010FE0038 
大型灌区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

安全利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粟晓玲 

66 NC2010FE0042 

渤海湾地区海冰等低质水资源盐

土农业开发利用关键技术与模式

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顾卫 



67 NC2010FE0044 
苏北滩涂农作区控盐节水高效农

业综合配套技术模式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杨劲松 

68 NC2010FE0050 
西北牧区荒漠绿洲稳定发展与水

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李振刚 

69 NC2010FE0063 

西南季节性干旱区主要粮经作物

精简高效用水技术集成创新与示

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李跃建 

70 NC2010FE0067 
黄河主要灌区农业水资源高效利

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

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黄福贵 

71 NC2010FE0086 
作物抗旱节水品种遗传鉴选及种

植制度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景蕊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