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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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2010PA0001 
城镇化与村镇发展模式及其评价

关键技术 

同济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伍江 

2 NC2010PA0002 
村镇空间集约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伍江 

3 NC2010PA0013 
城镇化发展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李国胜 

4 NC2010PA0015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地理信息的国

产卫星数据获取与处理技术开发

东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吴向阳 

5 NC2010PA0037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大学 专家推荐  李贵才 

6 NC2010PA0060 
低碳村镇建设动态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

乡规划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刘佳福 

7 NC2010PB0020 
农村土地调查 GNSS 广域地面增

强技术系统开发 

东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潘树国 

8 NC2010PB0022 
村镇新增建设用地监管信息空地

一体化获取与处理技术研究 

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张小国 

9 NC2010PB0023 
村镇土地利用变化的土壤碳效应

分析与调控关键技术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刘耀林 

10 NC2010PB0024 
农 村 土 地 高 精 度 快 速 调 查

GPS/PDA 手持装备研制 

东南大学无锡分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李冰 

11 NC2010PB0027 
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刘彦随 

12 NC2010PB0028 
农村土地流转数字化管理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陈云浩 

13 NC2010PB0032 
村镇地籍惯性定位系统研制及示

范应用 

东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王庆 

14 NC2010PB0033 
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土地评价与

污染场地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曾广鸿 

15 NC2010PB0038 
村镇空间规划技术集成与应用示

范 

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曹广忠 

16 NC2010PB0039 
村镇土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贺灿飞 

17 NC2010PB0040 
村镇土地规划系统开发研究 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冯长春 

18 NC2010PB0046 
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监测监管技

术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胡月明 

19 NC2010PB0049 
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规划与实施

调控技术研究 

广东省土地开发储备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宁晓锋 

20 NC2010PB0052 
村镇建设用地网络化监管系统研

发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陆洲 

21 NC2010PB0057 
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库快速更新技

术及公共服务系统开发 

武汉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李建成 

22 NC2010PC0007 
乡村景观特征评价与“一村一景”

营造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专家推荐  张晓彤 



23 NC2010PC0025 
村镇高效用水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刘钰 

24 NC2010PC0029 
村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研究开发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总院 

专家推荐  崔玉忠 

25 NC2010PC0043 
村镇区域多能互补供电技术研究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吴永忠 

26 NC2010PC0064 
西北地区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利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陕西师范大学 专家推荐  周宏伟 

27 NC2010PC0067 
新农村能源站集成创新与工程示

范 

青岛天人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曹曼 

28 NC2010PD0003 
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与设备 同济大学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国家

重点实验室 

 赵建夫 

29 NC2010PD0004 
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与污染防治

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浙江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陈英旭 

30 NC2010PD0005 
新农村污水污泥一体化处理技术

集成与示范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吴志超 

31 NC2010PD0009 
村镇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王琪 

32 NC2010PD0014 
南方丘陵地区生态化村庄建设关

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东南大学 专家推荐  傅大放 

33 NC2010PD0016 
江南水乡自然村落水环境治理、

修复与管理技术集成示范 

同济大学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怀正 

34 NC2010PD0017 
村镇生活环境监测关键技术与装

备研发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郭子祺 

35 NC2010PD0019 
生态友好的农村水电更新改造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

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徐锦才 

36 NC2010PD0021 
乡村景观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集

成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李雄 

37 NC2010PD0026 
村镇地表水环境修复关键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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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玲花 

38 NC2010PD0030 
北方缺水型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技

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席北斗 

39 NC2010PD0031 
村镇有机废弃物高值化分质利用

技术集成、装备研发与工程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祝超伟 

40 NC2010PD0034 
村镇社区与住宅室内环境健康性

能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湖南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施周 

41 NC2010PD0035 

典型村镇污水源头减排及生物-

生态强化净化关键技术和实用设

备研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 

 周岳溪 

42 NC2010PD0036 
新农村村镇建设生活污水处理新

技术与工程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贺锋 

43 NC2010PD0041 
村镇分散型污水生物处理装置研

发及应用示范 

清华大 专家推荐  邢新会 

44 NC2010PD0042 
村镇生活垃圾低碳处理与堆场生

态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陈善平 

45 NC2010PD0044 
村镇环境监测评价与优化设计技

术集成及应用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专家推荐  李玉浸 



46 NC2010PD0047 
农村“建筑-聚落-河道”排水全

过程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王羽 

47 NC2010PD0048 
快速城镇化阶段村镇生态环境建

设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陈少华 

48 NC2010PD0050 
南方水网区村镇环境整治与生态

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专家推荐  王德建 

49 NC2010PD0054 
村镇水环境普查与监测技术集成

示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仲继寿 

50 NC2010PD0056 
旅游型村镇生态治理技术集成与

综合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何连生 

51 NC2010PD0059 
中部水网型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技

术集成与示范 

武汉大学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黄种买 

52 NC2010PD0061 

快速城市化下的珠三角地区村镇

低碳节能环境整治关键技术及工

程示范 

暨南大学 专家推荐  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