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农业与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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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2010JA0007 
农业生境污染监测与修复 上海交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周培 

2 NC2010JA0026 
中南稻区生境优化及复合生物循

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蔡立湘 

3 NC2010JA0032 
农业购买性资源适量化投入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陈利军 

4 NC2010JA0033 
复合农药污染农田土壤生物修复

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 

专家推荐 张惠文 

5 NC2010JA0046 

农田有害物质循环阻控与消减关

键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马世铭 

6 NC2010JA0049 
黄土高原中南部循环农业生产技

术集成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吴发启 

7 NC2010JA0054 
城郊区农产品健康质量提升技术

体系及其生产模式研究与示范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孙学成 

8 NC2010JA0064 
高产和健康微生物区系的构建与

调控 

中国农业大学 有机（类）肥料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张俊伶 

9 NC2010JA0084 

东南地区大中型畜牧场污染防控

及农牧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集成

与示范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翁伯琦 

10 NC2010JA0106 
干旱内陆灌区循环农业关键技术

研究与集成示范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黄高宝 

11 NC2010JA0107 
长江流域坡地侵蚀产沙调控关键

技术与集成示范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

科学院 

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

司 

张平仓 

12 NC2010JA0112 
四川农业生境过程控制与种养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研究与示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王昌全 

13 NC2010JA0113 
中南城市群郊区环保农业模式构

建及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吴金水 

14 NC2010JA0118 

北方城郊环保农业模式及技术体

系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道龙 

15 NC2010JA0122 
三江平原农田循环生产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魏湜 

16 NC2010JA0126 
西南城郊山地立体环保农业模式

构建与示范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专家推荐 谢永红 

17 NC2010JB0016 
甘蔗产业循环经济产业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 

云南永德糖业集团有

限公司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郭家文 

18 NC2010JB0027 
微生物农药应用的环境微生态安

全性风险评估技术 

华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王伟 

19 NC2010JB0037 
我国农作物南繁育种区的生物安

全、生态安全及其保障技术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郭安平 

20 NC2010JB0038 
长江三角洲集约农区循环生产技

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郑建初 

21 NC2010JB0039 
河北平原高效循环农业生产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高旺盛 



体系研究与示范 

22 NC2010JB0043 
东南沿海经济圈林业生态安全屏

障构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江 波 

23 NC2010JB0047 
长江中游典型湿地恢复与保护技

术集成示范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 

专家推荐 史玉虎 

24 NC2010JB0051 
松辽平原（吉林）农牧结合循环

生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公主岭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张永锋 

25 NC2010JB0052 
黄土高原及华北石质山地水土保

持林体系构建技术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朱清科 

26 NC2010JB0056 
红壤典型生态高值农业技术集成

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国家重点实验室 

彭新华 

27 NC2010JB0058 
重金属污染土壤微生物与植物协

同修复技术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韦革宏 

28 NC2010JB0061 
高效可持续农林复合系统构建及

调控技术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孟平 

29 NC2010JB0063 
三北”地区水源涵养林体系构建

技术研究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余新晓 

30 NC2010JB0066 
中原两熟区农田循环安全高效生

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李春喜 

31 NC2010JB0069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综合成效评

估技术研究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崔国发 

32 NC2010JB0071 
长江三角洲城郊区生态高值农业

模式及其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段增强 

33 NC2010JB0072 
自然保护区濒危动植物解濒和种

群复壮技术研究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李俊清 

34 NC2010JB0076 
逆境生态林树木种质优选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国家林业局科技司 尹伟伦 

35 NC2010JB0090 
城乡多元统筹连片村庄环境综合

整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夏训峰 

36 NC2010JB0102 
城镇景观防护林体系构建技术研

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王成 

37 NC2010JB0105 

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嵌入生态系

统动态监测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科技司 

王兵 

38 NC2010JB0109 
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蒋高明 

39 NC2010JB0117 
林业血防生态安全体系构建技术

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张旭东 

40 NC2010JB0123 

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整体优化及

调控技术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肖文发 

41 NC2010JB0127 
华东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闫晓明 

42 NC2010JB0130 
北方设施菜田资源高效与污染阻

控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晓林 

43 NC2010JB0133 
自然保护区植物入侵的监测、控

制技术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 

桑卫国 



44 NC2010JB0134 
东北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保障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专家推荐 宋凤斌、何

兴元 

45 NC2010JC0004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控技术研究示范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中心实验室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达娃 

46 NC2010JC0005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与产业

化示范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

壤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陈勇 

47 NC2010JC0011 
利用农业废弃物加工有机肥料和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惠州美好家园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刘宗超 

48 NC2010JC0017 
东南丘陵高风险农区面源污染防

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徐建明 

49 NC2010JC0018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及北

京地区集成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赵同科 

50 NC2010JC0029 

三峡库区小户型分散农业经营区

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西南大学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谢德体 

51 NC2010JC0030 
基于三江平原区域环境过程的面

源污染防控研究与示范 

北京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郝芳华 

52 NC2010JC0041 
基于全流域管理的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控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包丽颖 

53 NC2010JC0044 

农田残留污染物原位固定与面源

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白玲玉 

54 NC2010JC0053 
河北省沿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张国印 

55 NC2010JC0055 
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源削减与

区域联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杨林章、施

卫明 

56 NC2010JC0065 
稻麦玉米粮田化学农药面源污染

综合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何健 

57 NC2010JC0073 
都市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技术集成与示范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曹林奎 

58 NC2010JC0074 
渭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周建斌 

59 NC2010JC0079 
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刘强 

60 NC2010JC0080 
汉江中下游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

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

保土肥研究所 

专家推荐 熊桂云 

61 NC2010JC0083 
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寇长林 

62 NC2010JC0086 
南四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源头控

制及消纳减排技术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李彦 

63 NC2010JC010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污染综合

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彭春瑞 

64 NC2010JC0110 
以沼气为核心的农村循环经济技

术集成示范及产业化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

家重点实验室 

马放 

65 NC2010JC0114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防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赵兰坡 



66 NC2010JC0115 

环巢湖和沿淮中部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

范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马友华 

67 NC2010JC0131 
海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技术集成与示范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克强 

68 NC2010JC0132 
黑龙江省集约化产区农业面源污

染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王玉峰 

69 NC2010JC0138 
东北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与系统集成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周集体 

70 NC2010JC0140 
OAB-生物技术农业污染物集成处

理系统应用示范 

中山大学 专家推荐 陈尊裕 

71 NC2010JC0142 
华北集约粮区典型流域面源污染

防控与生态农业循环技术集成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吴文良 

72 NC2010JC0147 
基于农业有机废弃物高值化产品

产业链及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蚯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李季 

73 NC2010JC0152 
乡镇典型面源污染防治控制技术

/装备研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惠建斌 

74 NC2010JC0153 
北方村镇生活污水高效集中生物

处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北京化工大学 专家推荐 海热提·吐

尔逊 

75 NC2010JD0006 
中度复合污染耕地修复关键技术

及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党志 

76 NC2010JD0009 
城郊障碍农田修复与培育技术集

成与示范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科技教育司 

唐世荣 

77 NC2010JD0042 
北方粮食主产区土地整理和受损

农田修复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郝晋珉 

78 NC2010JD0048 
重金属污染农田微生物与化学原

位钝化修复技术应用与示范 

华中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黄巧云 

79 NC2010JD0050 
黑龙江粮食主产区农田节污减排

及修复工程化技术集成与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张颖 

80 NC2010JD0068 
农业土壤污染与退化的生态修复

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杨肖娥 

81 NC2010JD0070 
黄淮粮食主产区污灌农田修复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齐学斌 

82 NC2010JD0081 
资源型地区退化土壤修复改良技

术集成与示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张强 

83 NC2010JD0087 
黄淮平原区农田秸秆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郭洪海 

84 NC2010JD0089 
西南地区多样性土地整理与农田

修复技术集成与示范 

云南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余建新 

85 NC2010JD0093 

边际耕地整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的

集成模式研究－以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赵烨 

86 NC2010JD0096 
南方集约农区土地整理和污染污

灌农田修复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王建国 

87 NC2010JD0098 

三峡库区低产坡地改造与面源污

染减控技术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

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 贺秀斌 



88 NC2010JD0111 
土地整治工程质量快速检测的车

载雷达技术系统及示范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彭苏萍 

89 NC2010JD0120 
灾毁农田修复技术与土地整理专

用装备研究示范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孟志军 

90 NC2010JD0121 
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土地精细整

治技术研究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潘瑜春 

91 NC2010JD0139 
农田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联合技

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吴龙华 

92 NC2010JD0143 
新疆后备耕地资源潜力评价及开

发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田长彦 

93 NC2010JD0144 
村镇土地综合整治规划设计技术

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严金明 

94 NC2010JE0008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退化牧草

地恢复重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余成群 

95 NC2010JE0012 
西南干热河谷受损山地生态系统

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纪中华 

96 NC2010JE0015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原湿地保

护与恢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南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田昆 

97 NC2010JE0022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重建技术

集成与示范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马玉寿 

98 NC2010JE0031 
雅鲁藏布江流域高寒退化生态系

统恢复重建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沈渭寿 

99 NC2010JE0036 
干旱沙区风沙防治新技术集成与

示范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董治宝 

100 NC2010JE0040 
沙区人居环境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研究与试验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吴斌 

101 NC2010JE0045 
松嫩草地盐碱化过程防控与植被

恢复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东北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柳参奎 

102 NC2010JE0062 
内蒙古退化草原生态保育与恢复

重建技术示范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科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张文浩 

103 NC2010JE0075 
固沙用生物降解微孔土工材料及

其高效制造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专家推荐 刘勇 

104 NC2010JE0077 
黄土北部农牧交错带退化生态系

统植被恢复的区域水文响应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

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明斌 

105 NC2010JE0078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关键

支撑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谢永生 

106 NC2010JE0082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农田土壤侵

蚀防控技术 

北京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严平 

107 NC2010JE0091 
沙区资源高效利用与产业开发技

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卢琦 

108 NC2010JE0092 
极端干旱区荒漠植被保育与绿洲

防护体系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杨文斌 

109 NC2010JE0094 
人工藻结皮修复和重建荒漠土壤

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胡春香 

110 NC2010JE0095 
农源湿地保护与恢复技术试验示

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中国林学会 崔丽娟 



111 NC2010JE0100 
青藏高原高寒沙区沙化土地综合

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贾志清 

112 NC2010JE0101 
农源湿地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与示

范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

业局 

于飞海 

113 NC2010JE0116 
湿地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技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专家推荐 郭志华 

114 NC2010JE0119 

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与农

牧业可持续经营技术的集成与示

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 

董鸣 

115 NC2010JE0125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微孔复合材料

及应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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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姚文艺 

116 NC2010JE0128 
典型区侵蚀环境演变过程及其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与调控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

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郑粉莉 

117 NC2010JE0136 
河西走廊沙区退化防护体系修复

与特色产业开发技术集成示范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徐先英 

118 NC2010JE0141 
宁夏中部荒漠化土地综合整治技

术集成与示范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李生宝 

119 NC2010JE0145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及其高效治

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河北农业大学 国家北方山区农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李玉灵 

120 NC2010JE0150 
退化土壤腐植酸调控与修复技术

的研究与集成示范 

内蒙古向阳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 

田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