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2019N001 新发突发传染病新型精准诊断技术和公共  

应急防控体系研究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 建立低成本高通量的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断和筛

查体系；  

（二）建立动物、环境、病人病原体监测网络，开展新

发突发病原微生物分子流行病学和预警模式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5 篇；申请发明

专利≥5 项；培养研究生≥5 名。  

（二）技术指标：  

1.研发≥1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病原体筛查试

剂盒（同步检测病原体种类≥15 种；未知病原体鉴定时间

≤72 小时，单个样本检测成本≤1000 元）；  

2.建立深圳市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筛查监测网络，形

成相应的流行病学报告（报告要求覆盖深圳市≥三个区点，

每个点≥300个样本的高通量病原体检测，每 2月至少一次）；  

3.建立 1 个生物样本库。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专 2019N012 城区型水源地地表水—地下水感知模拟防控关

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七、资源与环境--（五）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

急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区域地质与水文综合静态和动态感知信息获取。  

（二）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物运移耦合数值模拟精度验

证技术及边缘算法体系研究。 

（三）有效阻断地下水污染物进入水源地的有效技术方

法研究。 

（四）城市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管控数据集成与可视化

技术开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4 件，申请软件著作权≥

10 件。 

（三）技术指标： 

1.建立水源地检测监测动态数据库 1 套，实现地表水及地

下水主要水质指标 100%的管控； 

2.建立基于边缘算法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物运移耦合

模拟的分析和预报模型 1 套，模型计算符合国家关于环境基

础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模拟精度不低于

60%； 

3.完成高效的地下水污染物进入水源地截断技术 1 项，实

现污染指标浓度截断率≥80%； 

4.完成地表水—地下水智慧管控可视化技术或集成系统 1

套，实现模拟模型在线计算功能，可兼容移动智能设备。 

四、项目实施期限：3 年。 

五、资助资金：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13 满足高标准出水需求的城市污水处理关键 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深度脱氮除磷工艺机理研究。  

（二）污水处理厂高标准稳定出水关键技术研究。  

（三）污水处理高效组合一体化设备研发。  

（四）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的工程应用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4 项（其中发明专利≥2

项）；发表论文≥5 篇；培养工程师≥3 人。  

（三）技术指标：  

1.完成污水处理厂高标准稳定出水关键技术≥1 项，污水

处理一体化集成设备≥1 套；  

2.完成示范工程≥1 项，处理规模≥20000 立方米/天;  

3.示范工程主要出水指标（DO、CODCr、BOD5、NH3-N、  

TP）达到地表水准 III 类水标准：（1）DO≥5mg/L；（2）  

CODCr≤20 mg/L、BOD5≤4 mg/L；（3）NH3-N≤1 mg/L、  

TP≤0.2 mg/L。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14 坪山河流域全天候水环境达标技术集成与  

应用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坪山河流域全天候水质达标关键技术研究。  

（二）坪山河流域污染物溯源及管控技术研究。  

（三）坪山河流域水质健康状况评价。  

（四）坪山河流域水环境管理可视化技术或集成方案研  

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4 项；发表论文≥10

篇，培养研究生≥5 名，培养技术骨干≥5 名。  

（三）技术指标：  

1. 完成流域全天候水质达标关键技术≥5 项，包括流域

精准截污技术、封闭水体生态修复技术、污染底泥原位生态

治理技术、污水深度处理及优化运行技术、初期雨水分散调

蓄与高效净化技术；  

2. 完成流域污染物溯源及管控技术≥3 项，包括重点污

染源溯源技术、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技术和设备、农业污

染管控技术；  

3.建立流域水环境管理可视化模块或集成方案≥1 套，整

合 “厂-网-河”全要素信息节点，构建流域智慧水务系统，实

现水质监测、调度、维护、巡查、展示、决策检测系统等功

能；  

4.坪山河干流省控断面达标，示范区全天候主要指标

（COD、氮氮、总磷）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Ⅵ类标准（COD≤30mg/L，氨氮≤1.5mg/L，  

TP≤30mg/L）。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15 已封场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快速稳定化  

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一、领域：七、资源与环境--（三）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

利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快速稳定化技术评估指标

体系及评估软件研发。  

（二）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气液运移模型与优化运行

条件研发。  

（三）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多介质协同快速稳定化技

术研发。  

（四）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智能调控与在线监测集成

装备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5 篇，其中 SCI 论文≥2

篇；申请发明专利≥2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2 项；培养工程

师≥3 人。  

（三）技术指标：  

1.开发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快速稳定化技术评估软件  

1 套；  

2.垃圾堆体稳定化处理周期≤2 个月，生物可降解度

≤3%，填埋气体甲烷浓度≤1%；  

3.构建垃圾堆体快速稳定化技术体系≥1 套；  

4.开发垃圾堆体快速稳定化节能智能控制系统 1 套，单

位处理能耗降低 10%以上；  

5.完成示范工程≥1 项，工程规模≥10 万立方米。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16 基于膜分离核心技术的生活垃圾转运站废  

水处理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七）清洁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建立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排放与污染物数据库。  

（二）研发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预处理关键技术。  

（三）研发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再生处理技术。  

（四）开展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处理工程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4 篇；申请发明专利≥2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  

（三）技术指标：  

1.形成覆盖 2 个街道、1 年以上稳定运行数据的生活垃圾

转运站废水排放与污染特征数据库；  

2.开发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处理技术 2 套以上，其中，

短程硝化-反硝化过程的低能耗型脱氮技术出水满足纳入市

政管网的水质要求、MBR-碳滤深度处理技术出水达到回用

标准，单位废水处理成本相比市场同类技术和设备低 20%；  

3.厌氧池内使用 A-MBR 膜，厌氧池出水 COD 指标比传

统厌氧工艺降低 40%-50%；  

4.建成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处理项目 1 个，处理规模≥5

吨/天，达标率 100%。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02 肝癌综合早筛技术与临床应用研究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针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的不同发展阶段开

展多中心大规模筛查研究；  

（二）开展基于液体活检、影像学手段、基因组学、转

录 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手段等的早期筛查诊断研

究，提出适宜肝癌的筛查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基于筛查人群临床及标志物等数据，开展肝癌发

生发展或易感因素等深入研究；  

（四）针对局部晚期肝癌，开展免疫联合放化疗的临床

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3 篇；申请发明

专利≥1 项；培养研究生≥3 名。  

（二）技术指标：  

1.建立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筛查

人群大样本队列≥2000 例；  

2.采集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的不同发展阶段生物样

本≥2000 例；  

3.基于样本队列，深入研究肝癌发生发展机制，明确≥1

种肝癌肿瘤诊断标志物或产品；  

4.开展并完成≥1 项免疫联合治疗临床研究，并提供研究

报告；  

5.提出肝癌早筛规范和标准，并在深圳市医院推广应用。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专 2019N008 免疫治疗新技术及相应治疗标志物的研发  

与应用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一）医药生物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开展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修饰免疫效应细 

胞、肿瘤疫苗等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新技术在实体瘤中的多中

心临床研究，探索免疫治疗新技术临床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

性；  

（二）肿瘤新抗原治疗靶点的筛选研究；  

（三）开发可用于免疫治疗的肿瘤新抗原多肽产品；  

（四）构建中国人通用型 TCR 序列基因修饰病毒库，并

进行基于该文库的不同免疫效应细胞肿瘤治疗的多中心临

床研究；  

（五）开展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如微卫星不稳性、PD 

L1、TMB、新抗原、HLA 多样性等）的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3 篇；申请发明

专利≥3 项；培养研究生≥3 名。  

（二）技术指标：  

1.基于新型免疫治疗新技术，开展并完成≥1 项多中心临

床研究，并提供研究报告；  

2.获得基于中国人群的通用型肿瘤新抗原特异性TCR文

库；  

3.获得≥1 种肿瘤特异性新抗原人工合成多肽产品；  

4.明确≥1 种免疫治疗伴随肿瘤标志物。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专 2019N017 报废汽车整体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三）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

利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废油液在线循环与连续抽排技术研究。  

（二）报废汽车物流悬链自动输送系统及在线举升翻转

装置技术研发。  

（三）报废汽车拆解过程中尘土、噪声、废水与废油管

控技术研发。  

（四）报废汽车可再利用部件性能检测和评估体系构

建。  

（五）基于物联网和 GIS 技术的报废汽车全过程时空信

息管理系统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年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论文≥2 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  

（三）技术指标：  

1.报废汽车处理能力≥20 万吨/年；  

2.有色金属复杂废料处理能力≥10 万吨/年；  

3.废旧电池年处理能力≥10 万个/年；  

4.钢铁回收率≥99.5%，纯度≥99.6%；有色金属（铜、

铝、  

锌）回收率≥99%，纯度≥99.5%；不锈钢回收率≥98%。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18 废旧三元锂离子电池绿色回收利用技术研  

发与应用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七）清洁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废旧三元锂电池绿色回收工艺研究。  

（二）铜铝极片高效分离与回收研究。  

（三）有价金属组分高效提取分离技术研发。  

（四）石墨负极废料再生利用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文章≥2 篇；申请发明专利  

≥4 项；形成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2 项。  

（三）技术指标：  

1.锂的综合回收率≥90%，产品纯度达到电池级标准；  

2.钴、镍、锰的综合回收率≥98.5%，产品纯度达到电池

级标准；  

3.铜、铝回收率≥99%；  

4.建成百吨级/年规模的三元锂电池材料绿色分离与回

收示范工程 2 项，并实现示范工程稳定运行。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03 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的糖尿病及并发症风  

险防控技术研发及服务创新体系应用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创建标准化糖尿病及并发症筛选工作站、多模态

专病数据库，构建糖尿病一二三级预防的评估、预测诊疗、

管理、随访体系；  

（二）通过对高危人群、患者画像、风险评估及并发症

筛查预测模型等开展糖尿病及并发症风险初筛，针对重点人

群开展辅助诊断、全程管理和分级诊疗；  

（三）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及图片分析算法构建糖尿病

足、眼底病变和心血管疾病诊断模型，智能识别出糖尿病足、

眼底病变和心血管疾病情况，开展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全程闭

环管理和多种危险因素综合管理。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论文≥3 篇；申请发明专利和软

件著作权≥10 项。  

（二）技术指标：  

1.构建糖尿病足、眼底病变和心血管疾病的算法模型，

准确率达到 80%以上；  

2.形成糖尿病及心血管并发症画像模型、预测模型及管

理处方等各一套；  

3.形成动态血糖仪的物联网传输设备及动态血糖图谱，

形成与糖尿病并发症检查设备连接的接口及评估模型；  

4.减少示范社区糖尿病及并发症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和医

保支出 15%以上。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 

 

 

 

 



 

 

专 2019N019 危险废物焚烧安全处置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三）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

利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危险废物焚烧预处理关键技术研发。  

（二）危险废物焚烧过程控制技术研发。  

（三）危险废物焚烧产生的烟气净化关键技术研发。  

（四）危险废物焚烧产生的废水处理技术研发。  

（五）危险废物焚烧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论文≥4 篇；申请发明专利  

≥2 项；培养工程师≥5 人。  

（三）技术指标：  

1.开发危险废物焚烧全流程管控技术 1 套；该技术指标

需达到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其中

焚烧炉技术指标需达到焚烧炉温度 1100℃，烟气停留时间

2s，燃烧效率 99.9%，焚毁去除率 99.99%，焚烧残渣的热灼

减率≤5%；  

2.开发烟气净化系统处置方案 1 套，烟气排放标准达到：

二氧化硫≤30 mg/m3，氮氧化物≤100 mg/m3，烟尘≤5 

mg/m3， 氯化氢≤5 mg/m3，氟化氢≤1 mg/m3，二英类

≤0.01TEQng/ m3，汞及其化合物≤0.02 mg/m3， 

（Sb+As+Pb+Cr+Co+Cu+Mn+Ni+V）≤0.3 mg/m3，镉及其

化合物≤0.02 mg/m3；  

3.开发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烟气净化废水处理技术 1 套，

实现废水中高浓度有机物及其他营养物质的高效去除，处理

后的出水水质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的Ⅳ类水标准。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20 应用于地下管网、暗涵的模块化水下悬停  

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五）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

急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水下伺服矢量推进器和动力电池模块研发。  

（二）模块化高机动可灵巧操作水下悬停机器人的软硬

件系统研发。  

（三）基于神经网络技术，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暗涵结

构缺陷的自动识别和等级辨别系统研发。  

（四）基于机器视觉感知的水中污染物识别、取样系统

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论文≥2 篇；申请发明专利  

≥5 件，其中 PCT≥2 件，申请软著作权≥5 件。  

（三）技术指标：  

1.水下伺服器：单体推进器自由度≥3 个，电机效率 

≥80%，工作水深≥50cm；水下动力电池模块：使用温度区

间为 20℃—60℃，循环寿命≥2000 次；  

2.整机包含模块数≥5 个，最大工作水深≥100cm，可实

现 360 度全周的转动和悬停，至少实现前向、横向、垂直、

后退 4 个运动功能，实现路径规划、水下灵巧操作，实现≥400

管网灵活操作，鹰眼视觉的视角≥270°；  

3.实现管网、暗涵表观缺陷识别度≥98%，Ⅲ、Ⅳ类缺

陷识别准确率识别度≥90%；  

4.利用视频增强算法建立典型污染物图像数据库（≥10

种）；实现水中污染物在线识别率≥80%，结合近红外光谱

分析技术有机污染物离线识别率≥90%，水下灵巧仿人手采

样成功率≥80%。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21 深圳城市剩余污泥资源化关键技术与应用  

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深圳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产泥系数等参数研

究。  

（二）适用于深圳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深度脱水、热

处理的新工艺研发。  

（三）城市污水处理厂内和厂外污泥最大减量处理处置

体系构建。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3 项（其中发明专利≥2

项）；发表论文≥9 篇（其中 SCI 文章≥4 篇）；培养技术人

才≥3 人。  

（三）技术指标：  

1.编制深圳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的现状调研报告

和深圳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引各 1 套；  

2.提出针对深圳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减量、减容和资源化

利用技术体系≥2 套，包括污泥深度脱水、热处理工艺；  

3.建立污水处理规模≥1 万 m3/d 的工艺中，污泥高效减

量及资源化示范应用项目≥1 个。要求有机污泥过程减量

20%；末端污泥机械脱水达到含水率<50%，且干固体增量

<10%；污泥中有机质资源回收率≥80%。按深圳市吨污泥处

置平均费用折算降低成本≥10%。  

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22 城市人工湿地初期雨水与污水深度处理定  

量化与智能化技术开发及应用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城市初期雨水精准截污技术研究。  

（二）人工湿地预处理设备及控制系统研发。  

（三）人工湿地靶向填料研究。  

（四）人工湿地系统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  

（五）人工湿地定量化脉冲配水技术研究。  

（六）人工湿地智能化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5 篇；申请发明专利≥2

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3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  

（三）技术指标：  

1.开发人工湿地预处理装备≥2 套，并制定选型标准；  

2.开发人工湿地功能性填料≥4 种，并制定企业标准；  

3.开发人工湿地智能化控制模型≥1 套；  

4.人工湿地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TN 去除率≥50%；  

5.完成城市初期雨水及污水深度处理人工湿地示范工程  

≥1 项，工程面积≥5000m2。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23 航空安全导航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航空安全导航控制系统原理、通信方式、数据协

议技术研究。  

（二）航空安全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NSS）、1090ES

链路和 VHF 应答遥控等多线程数据传输技术研究。  

（三）航空安全多线程“空-空、空-地、地-地”监视、导

航、应答及助航自动控制系统研究。  

（四）航空安全导航控制系统地面气象环境检测设备研  

发；  

（五）航空安全导航控制系统应用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5 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4 项；发表论文≥2 篇。  

（三）技术指标：  

1.飞行器速度矢量线正确显示率 100%，飞行器航迹和飞

行计划同步配对和去配对率 100%；  

2.航迹告警有效性 100%，航迹测距功能正确性 100%，

距离环显示精度：±20km；  

3.航线设置正确性有效性 100%，责任区席位设置的有效

性 100%；  

4.自主空-地助航可控制距离≥30km，地面协调导航/助

航控制距离≥2km；5.VHF 频段覆盖率 100%。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24 臭氧及其前驱物新型高分辨立体监测技术  

研发及应用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五）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

急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大气环境中臭氧及其前驱物新型监测技术研发，

高灵敏度在线监测系统研究。  

（二）臭氧及其前驱物立体监测集成系统和数据实时回

传技术研发。  

（三）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5 篇；申请发明专利≥2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制定相关技术标准≥1 项。  

（三）技术指标：  

1.研制臭氧及其前驱物新型立体监测设备样机 1 套；  

2.O3、NO2 测量灵敏度≤1ppbv；  

3.O3、NO2 测量时间分辨率≤1min；  

4.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组分≥56种，测量灵敏度达 pptv级；  

5.无人机飞行高度≥800m，续航时间≥1h；  

6. 测量不确定性≤10%；  

7.在福田区或宝安区开展应用示范≥1 项，区域面积 

≥50000m2，高度≥800m，距地面每 100m 均有 O3、NO2

数据。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25 新型三元锂电池热失控自动灭火装置研发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灭火剂成份性能对比试验研究。  

（二）灭火剂释放装置研发及其性能测试研究。  

（三）自动灭火装置（车载、电池组管理、隐患预警、

事故报警、互联网远程报警）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1 篇；申请专利≥6 项，其

中发明专利≥3 项。  

（三）技术指标：  

1.实现自动探测电动汽车电气线路及其部件的超温、剩

余电流等故障特征，能够区分汽车干扰信号防止误报；  

2.对三元锂电池热失控可有效识别，对锂电池排放的可

燃气具有抑制爆燃能力，在发现电气火灾危险时，具备互锁

功能，能够发出报警信号，具有防止汽车启动的功能；  

3.灭火器外形采用扁平化结构，壳体耐压≥5 Mpa，灭火

剂工作峰值压强≥1.5 Mpa，灭火器保护空间 0.3 m3，灭火时

间≤20s，灭火药剂喷射后五分钟内不复燃。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26 基于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技术的超高层建筑  

灭火系统研究与应用示范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基于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技术的超高层建筑灭火系

统计算机仿真模型研发。  

（二）压缩空气泡沫和常规灭火剂扑灭超高层建筑内典

型可燃物灭火效率对比试验研究。  

（三）压缩空气泡沫垂直向上、垂直向下等条件下的输

运试验研究。  

（四）压缩空气泡沫性质及灭火效能研究。  

（五）超高层建筑压缩空气泡沫灭火系统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实用新型专利≥2 项；发表论文  

≥2 篇；编制地方标准（送审稿）≥1 项。  

（三）技术指标：  

1.形成基于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技术的超高层建筑灭火系

统设计方案 1 套；  

2.研发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模块 1 套，长度≤3.5 m，重量  

≤4 吨，功率≥110 Kw，泡沫液储罐容量≥1000 L；  

3.示范工程的超高层建筑高度≥250m。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28 基于多维度便携式微芯片分析传感系统的  

环境污染物检测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五）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

急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集成微电学元件、微热学和微光学元件的 3-D 微

芯片传感器研发。  

（二）功能化光、电探针材料制备技术研发。  

（三）多尺度微芯片分析传感系统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论文≥3 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培养研究生≥6 名。  

（三）技术指标：  

1.开发半定量比色分析芯片、手持式定量分析仪和高通

量微芯片光学分析仪检测系统样机各 1 套；  

2.研发出激发光源 400 nm 的荧光探针分子；  

3.可检测重金属≥5 种，抗生素≥6 种；  

4.系统可实现自动化检测，包括自动制样、进样、检测

等功能;  

5.开展应用示范≥1 项，在家庭、环境现场和实验室等不

同环境的水体样品总数≥100 个。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27 光伏电解制氢加氢系统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示范  

一、领域： 六、新能源与节能--（二）核能及氢能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电解水制氢工艺技术研发。  

(二)光伏电源与制氢加氢一体化技术研发。  

(三)高压储氢及加氢安全系统研发。  

(四)光伏电解制氢加氢系统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6 项，发表文章≥3

篇。  

（三）技术指标：  

1.完成光伏电解制氢加氢系统设计技术，提出系统整体

分析模型和方法，搭建全过程仿真模拟平台 1 套；  

2.系统正常运行，实现系统的综合效率≥80%，制氢纯

度≥99.999%，储氢压力≥45MPa；  

3.示范项目 1 项，光伏阵列规模≥2MW，制氢规模 

≥120kg/d。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联合申报。）  

 

 

 

 

 

 

 

 

 



 

 

专 2019N029 城区内涝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基于易涝点 3D 仿真建模的内涝预测预警方法和

模型研究。  

（二）基于内涝灾情与应急预案的智能匹配、精准分析

的应急预案库构建。  

（三）城区内涝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研发与应用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6 篇，其中 SCI 论文≥1

篇，EI 论文≥3 篇；申请发明专利≥4 项。  

（三）技术指标：  

1.数据采集准确性≥95%，视频采集分辨率≥200 万像

素，网络传输带宽≥4 Mbps；  

2.业务应用软件简单事务处理≤3s（500 名并发用户），

三维模型加载显示≤3s，短信发送响应速度≤1s，融合通信

呼叫响应速度≤2s，复杂事务处理≤60s(500 名并发用户)，

各类固定统计报表形成时间≤2 分钟；  

3.融合通信系统实现超高清 4K，PC/手机端≥1080P，语

音用户容量≥10000，延时≤20ms。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0 地铁上盖建筑地震与轨道交通振动综合控  

制技术研究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适用于轨道交通引起振动控制的高阻尼橡胶材料

研发。  

（二）适用于上盖建筑振动综合控制的大直径低硬度三

维隔震（振）橡胶支座和竖向振动控制阻尼器研发。  

（三）上盖建筑地震与轨道交通振动综合控制全寿命优

化设计方法研究。  

（四）高阻尼隔震（振）支座和粘弹性阻尼器的制作与

物理实验验证。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3 项；发表论文≥10

篇，其中 SCI/EI≥2 篇。  

（三）技术指标：  

1.提出地震与轨道交通振动综合控制设计方法 1 项；  

2.提出考虑温度变化、老化和徐变因素的建筑全寿命隔

震设计方法 1 项；  

3.提出高阻尼橡胶隔震（振）支座检测方法 1 项；  

4.研发稳定的高阻尼橡胶材料配方，阻尼比≥20%；  

5.研发高性能高阻尼隔震（振）支座，极限剪应变 

≥400%，阻尼比≥20%；  

6.研发粘弹性阻尼器，损耗因子≥0.5；  

7.编制完成地方标准（送审稿）1 项。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04 高血压为试点的慢病管理医防融合新模式  

的研发和建设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研发社康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平  

台，实现诊疗信息共享、在线教育培训、医疗质量控制和辅

助诊疗决策；  

（二）探索依托“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慢病管理系  

统；  

（三）建立疾病管理知识库及智能化、指令式的病历采

集系统，累积高质量结构化的疾病管理大数据，并基于此研

发人工智能医生；  

（四）研发并评价慢病管理的可穿戴设备。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5 篇；申请发明

专利≥5 项，软件著作权≥2 项；培养研究生或博士后≥5 名。  

（二）技术指标：  

1.建立社康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机制和互联

互通平台；  

2.建立高血压实时医疗质量控制和改善系统 1 套、线上

教学培训课程和相应系统 1 套、辅助诊疗决策系统 1 套；  

3.建立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血压管理系

统 1 套；  

4.建立智能病历采集系统 1 套，建成高血压管理大数据

库（大于 100 万人），研发人工智能医生系统 1 套；  

5.研发出≥2 种高血压管理可穿戴设备并开展相应评价。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专 2019N031 深圳市高解析度微气候空气质量模拟平台  

研发与示范应用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深圳市涵盖主要污染源的高解析度动态排放源清

单建立。  

（二）具备自适应网格的耦合区域大气化学模式和街区

扩散模型的高解析度微气候空气质量模型研发。  

（三）满足城市规划新增项目和不同情景对微环境的空

气质量影响和人群健康影响的评估与分析平台研发。  

（四）高解析度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和评估分析平台构 

建，实现深圳市典型区域示范应用。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6 篇，其中 SCI 论文≥3

篇；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  

（三）技术指标：  

1.街区尺度排放清单空间分辨率到 500m×500m, 时间分

辨率到小时；  

2.开发出 1 套高解析度（500m×500m）微气候空气质量

模拟 平台；示范区域主要污染物（如 PM10、PM2.5、O3、

NO2）模拟准确率达到 70%；  

3.开发 1 套评估城市规划项目和污染应急事件的空气质

量影响的评估与分析平台，评估城市规划项目对街区微环境

空气质量影响≥2个；4.深圳市典型区域开展示范应用≥1个。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联合申报。）  

 

 

专 2019N005 结核病精准诊疗和智能化防控体系研究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建立以人群大数据为基础的社区级智能化监测预

警和服务平台；  

（二）分析结核病传播规律，实现结核患者治疗的全程

智能化管理和随访，建立基于社区的结核病人管理和防治的

适宜策略。  

（三）探索全人群主动精准筛查策略、研发主动筛查发

现结核病的适宜诊断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分子生物学和免疫

学 POCT 以及 AI 影像诊断技术；  

（四）开展结核病短程化疗和免疫治疗策略研究，提升

结核病尤其是难治性结核的治疗效果。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5 篇；申请发明

专利 ≥8 项；培养研究生≥5 名。  

（二）技术指标：  

1.建立 1 套结核病全链条管理平台，获得通过平台管理

的防控效果评估数据；  

2.建立 1 个基于人工智能的结核病影像诊断网络平台；  

3.研发或遴选出结核病主动筛查的适宜诊断技术和试剂

盒；  

4.制定≥1 个结核病短程治疗新方案，耐多药结核病临床

治愈率提高 10%以上，在≥3 家医院推广应用。  

5.制定结核病诊治相关专家共识或指南 1 项。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专 2019N032 高密度储氢容器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六、新能源与节能--（三）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

储存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储氢容器材料高温成型技术研发。  

（二）储氢容器物理性能测试技术研发。  

（三）测试传感器集成和数据采集技术研发。  

（四）氢燃料电池汽车用储氢容器设计。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项，发表SCI论文 ≥1

篇。  

（三）技术指标：  

1.储氢瓶容重比≥10%，实现容器在 70MPA 压力下稳定

可靠工作状态；  

2.最高可以达到 110MPA 的承压能力，存储氢气能量密

度提高一倍以上；  

3.加大设备内部空间合理利用，实现 95%以上的空间有

效利用；  

4.定型产品容积达到 2-10 升，最大承压力稳定 100MPA，  

并保留 200MPA 升级基础。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3 环境友好型离子源离子束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七）清洁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表面抛光用大尺寸气体团簇离子源工程样机研

发。  

（二）离子注入用清洁硼团簇离子源研发。  

（三）可替代磷烷的新型磷离子束流研发。  

（四）薄膜沉积用团簇离子源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 项；发表 SCI 论文  

≥3 篇。  

（三）技术指标：  

1.氩团簇离子源样机：团簇离子尺寸

≥10000atms/cluster，抛光精度≤0.2nm；  

2.硼、磷离子源注入样机：束流强度≥1000μA，用于

单晶硅的掺杂深度≥10nm；  

3.团簇离子束源可用于 FeNiN 和 AuN 薄膜的溅射沉积，

膜层厚度 1-2μm。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4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集成及应  



 

 

急响应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五）环境监测及环境事故应

急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监测集成技术研发及指标体系

构建。  

（二）生态环境安全监测数据与模型运行机制构建。  

（三）生态环境安全监测和生态灾难应急响应方案研

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10 篇，其中 SCI 论文≥5

篇；申请发明专利≥5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2 项；培养硕士

研究生≥3 人。  

（三）技术指标：  

1.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技术体系 1 套，

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分类体系、变化

监测技术流程体系；  

2.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监测精度≥85%，自动化率

≥80%，基于星空地立体监测系统的耕地、林地、园地、草

地、水体、鱼塘、荒地、居民地、工业区、林地砍伐区、经

济人工林遥感信息提取算法，提取精度≥85%，模型自动化

率≥80%；  

3.完成集成监测系统≥1 个，实现仿真及应急响应系统  

≥4 个，包括集成监测系统 5 种以上遥感数据与地表数

据,对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变化进行智能监测；  

4.开展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系统应用示范 1

项，示范区面积包括：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中山、珠

海 6 个城市区域。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5 面向石化行业的智能雷电防护系统研发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石化行业环境监测传感器设备及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二）智能化环境数据传输与处理系统及控制平台研发。  

（三）基于高可靠大气电场感应仪的数模结合采样精准雷电

预警器研发。  

（四）轻型化、小型化、带有故障自检和智能网络控制型等

离子发生器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5 项，其中发明专利≥3

项。  

（三）技术指标：  

1.大气静电测量范围：-100-100kV/m；  

2.可燃烃浓度测量范围：0-100% LEL；  

3.雷电场强检测精度≥10%；  

4.雷电场强预警限值：1-50 kV/m；  

5.等离子防雷保护半径：8×H m（H 为相对高度差），

保护半径≥320 m；  

6.输出等离子体浓度≥1015N/m3。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7 装修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三）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

利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装修废弃物源头分类及收集技术与工艺研究。  

（二）装修废弃物智能化分类-分选关键设备研究。  

（三）装修废弃物资源化处置成套技术装备研究。  

（四）装修废弃物再生关键技术与规模化应用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 SCI 论文≥3 篇；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培养研究生≥2 人，工程师≥5 人。  

（三）技术指标：  

1.完成装修废弃物资源化处置成套工艺体系 1 项，装修

废弃物智能化分类-分选关键设备 1 套，装修废弃物资源化处

置成套技术装备 1 套；  

2.装修废弃物智能化分选效率达≥95%；装修废弃物资

源化率达≥80%；  

3.装修废弃物再生制品达到现行国家标准要求，其中：

装修废弃物再生轻骨料密度<800kg/m3，筒压强度≥1.2MPa；

装修废弃物再生泡沫混凝土干密度达 A06 等级，抗压强度

≥1.5MPa；装修废弃物衍生燃料热值≥4000 千卡/千克。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6 基于全域监测信息技术的基坑安全智能防  



 

 

控平台关键技术研发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主动防控型智能基坑支撑系统研发。  

（二）智能化基坑监测系统研发。  

（三）基坑智能化算法研发。  

（四）无人化智能基坑施工系统研发。  

（五）基于全域信息的基坑施工智能安全防控平台研

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10 篇；申请专利≥10 项。  

（三）技术指标：  

1.建立大型基坑的智能预加载伺服控制系统，结合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主动、自动控制紧邻基坑基础设施的变形，防

控基坑的坍塌风险，量程≥1000 kN/m，响应时间≤1 秒；  

2.构建基坑维护体系分布式传感监测体系，实现维护结

构监测空间分辨率≤0.2 m，变形分辨率＜10 微应变，最高

距离采样分辨率 5cm，温度精度 0.1℃；  

3.压力传感器：分辨率 0.1 kPa、量程 2 MPa，倾斜传感

器： 分辨率 0.1 度、量程 70 度，温度传感器：分辨率 0.1℃、

量程- 30~100℃；  

4.沉降系统监测分辨率≤0.2mm，尺寸 10cm×5cm×5cm；

倾斜传感器分辨率≤0.1，尺寸＜10cm×5cm×5cm，系统的反

馈时间≤1 秒。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38 海绵城市生态减污技术研究及示范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海绵城市生态技术体系研究。  

（二）雨水收集及净化技术研究及示范。  

（三）汇水过程生态减污技术研究及示范。  

（四）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及示范。  

（五）全过程智能监控技术研究及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8 项（其中发明专利≥4

项 ）；发表论文≥3 篇。  

（三）技术指标：  

1.海绵城市生态技术体系示范区面积≥10000 平方米，示

范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雨水收集及净化技术、汇水过程生态减

污技术、海绵城市“屋顶-墙面-地面-湿地-水体”多维生态修复

技术和全过程智能监控技术；  

2.示范区入河雨水径流量减少 90%以上，入河污染物 SS

减少 80%以上；  

3.示范区海绵城市“屋顶-墙面-地面-湿地-水体”多维生

态修复技术 COD、TN、TP、氨氮去除率≥85%；  

4.示范区水体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2002）Ⅲ类标准。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39 极端暴雨下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诊断与应急  



 

 

调度技术研发  

一、领域： 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基于城市内涝风险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开发。  

（二）极端暴雨下城市内涝特征分析与成因诊断技术研 

发。  

（三）高时空分辨率的城市内涝预报技术研发。  

（四）极端暴雨下城市内涝风险的快速评估研究。  

（五）城市内应急调度综合智慧系统开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营销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发表论文≥3 篇，其中 SCI 论文≥1

篇；申请发明专利≥1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1 项。  

（三）技术指标：  

1. 开发城市内涝风险分析数据平台≥1 套；  

2. 建立≥1 个典型流域及≥5 个典型内涝区的长期连续

观测（包括降雨、积水深度、面积、持续时间等）；监测时

间≥1 年，时间分辨率≤5 分钟；  

3. 建立城市内涝特征和成因诊断模型≥1 套（有效内涝

验证点≥5 个，内涝发生识别的准确度≥70%，积水深度模

拟的相对误差≤40%）；  

4. 建立高时空分辨率城市内涝预测模型≥1 套（内涝区

预测的空间分辨率≤2m，时间分辨率≤5 分钟，可实现提前

120 分钟、60 分钟和 30 分钟逐级预警）；构建示范区（≥1

个典型流域及≥5 个典型内涝区）内涝预警应急调度可视化

技术或集成平台≥1 套。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09 II 型糖尿病和肥胖的 GLP-1 受体激动剂舌  



 

 

下给药制剂研究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四）药物新剂型与

制剂创制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通过动物实验、人体试验进行 GLP-1 受体激动剂

舌下给药制剂及其他给药途径（如皮肤贴剂制剂和注射制

剂）的药代动力学规律比较研究；  

（二）进行 GLP-1 受体激动剂舌下给药及皮肤贴剂制剂

的安全性、遗传安全性及药理学安全性评价；  

（三）开展 I 期及 II 期临床试验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2 篇；申请国际

发明专利≥2 项。  

（二）技术指标：  

1.开发两个新型配方，室温条件下的稳定性在一年以上；  

2.完成药代动力学及安全性评价研究；  

3.完成中国及美国两个 IND 申请报告，获得至少一个国

家的 I 期、II 期临床试验批件；  

4.完成 I 期临床试验研究，开展 II 临床试验研究。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专 2019N006 结直肠癌早筛与多学科综合治疗研究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针对发病率逐年升高的结直肠癌，开展多中心大

规模筛查研究；  

（二）开展基于液体活检、粪便与肠道菌群、内镜手段、  

组学手段、人工智能等的早期筛查诊断研究，提出适宜结直

肠癌的筛查新技术和新方法；  

（三）基于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开展多学科指导下的

精准治疗；  

（四）基于早筛及临床研究队列及标本，构建间接体内

模型如 PDX、类器官等，开展肿瘤转移等相关研究及疗效预

测标志物研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3 篇；培养研究

生 ≥3 名。  

（二）技术指标：  

1.建立结直肠癌筛查人群大样本队列≥2000 例；  

2.明确≥1 种结直肠癌肿瘤诊断标志物或产品；  

3.至少开展并完成 1 项≥200 例患者的结直肠癌肝转移

患者多中心临床研究；  

4.提出结直肠癌早筛规范和标准，并在深圳市医院推广

应用。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专 2019N041 城市生命线运行综合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示范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

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多灾害事故影响作用机理、智慧化应急协调联动

机制研究。  

（二）城市生命线多模态在线感知和智能辨识技术研

究。  

（三）城市生命线全息感知与智能诊断平台研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8 项，其中发明专利≥4

项，软件著作权≥3 项；发表 SCI/EI 论文≥5 篇。  

（三）技术指标：  

1.城市生命线系统运行风险推理及决策支持知识库覆盖

灾害事故场景类型≥5 种，灾害影响作用模型及应急处置机

制覆盖灾害事故情景≥3 种；  

2.构建具备集成 PB 级城市生命线监测数据的大数据分

析能力及处理方法≥10 种；  

3.全息感知与智能诊断平台监测灾害事故类型≥5 种，智

能辨识精度达≥90%，燃气监测设备可持续使用时间≥1 年；  

4.完成燃气集聚燃爆、路面塌陷、供水爆管等灾害事故

场景示范应用≥3 项。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联合申报。） 

 

 

 

专 2019N040 氢燃料电池关键原材料及部件研发  



 

 

一、领域： 六、新能源与节能--（三）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

储存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质子交换膜制备与应用技术研发。  

（二）树脂增强改性石墨双极板精密工艺研发。  

（三）石墨双极板批量制备技术研发。  

（四）电堆快速在线活化和气密性检测技术开发。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2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发明专利≥10 项；发表论文≥5

篇。  

（三）技术指标：  

1.实现质子交换膜的规模化生产，年产量≥10000m2；  

2.质子交换膜：质子传导率≥150ms/cm，渗氢电流密度 

≤2mA/cm2,机械强度≥40MPa，伸长率≥150%；  

3.石墨双极板电极：密度≥1.7g/cm3，抗弯强度≥40MPa， 

热膨胀系数≤9μm/m℃,纯度≥99.99%；  

4.电池性能:≥0.7V（1A/cm2），耐久性≥20000 次循环

（渗氢电流≤15mA/cm2）；  

5.电堆性能与寿命：运行 3000h 后电压下降≤3%。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600 万元 

（有关要求：由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专 2019N042 天空地一体化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示范  

一、领域： 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二）安全生产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融合卫星、无人机、地面观测站等天空地一体化

森林火灾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二）森林火灾风险评估模型构建及指标体系研究。  

（三）森林火灾扑救指挥信息集成与应急资源调度关键

技术研究。  

（四）天空地一体化森林火灾监测预警技术应用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16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2 项，软件著作权≥3 项；

发表论文≥2 篇。  

（三）技术指标：  

1.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多源数据融合处理系统，融合卫星

遥感、航空、无人机等数据类型≥5 类；  

2.构建实现森林火灾风险指数可视化展示的森林火灾专

题风险评估模型 1 套；  

3.森林火灾智能识别系统火点识别率≥95%，火点报警

时间≤30 分钟；  

4.森林火灾智能辅助决策与应急救援系统救援人员定位

精度＜15 米，出图时间＜20 分钟；  

5.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平台 1 套；  

6.开展示范应用≥1 个林区。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43 城市水体多维度生态修复关键技术应用示范  



 

 

一、领域：七、资源与环境--（一）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

用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特种生物活性填料与水生植物共生处理水中污染

物技术研究。  

（二）生态工法处理水岸污染物技术研发。  

（三）水体健康状况评价指标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  

（四）城市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技术集成及应用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经济指标：实现销售收入≥800 万元。  

（二）学术指标：申请专利≥4 项（其中发明专利≥2

项）；发表论文≥3 篇；培养研究生≥2 人，工程师≥5 人。  

（三）技术指标：  

1.示范段水域面积≥2000 平方米，示范技术包括特种生

物活性填料与水生植物共生处理技术、生态工法处理技术；  

2.示范段水质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 类标准（COD≤30mg/L，NH3-N≤1.5mg/L，TP≤0.3mg/L，

TN≤1.5mg/L）；  

3.示范段水体透明度≥1.5m，水下沉水植物覆盖≥90%。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有关要求：在该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

合申报。） 

 

 

 

 

 

 

 

 

专 2019N010 一体化介入血管内功能学和影像学精准诊  



 

 

断系统研发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六）医疗仪器、设

备与医学专用软件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高频、微型超声换能研发；  

（二）高速、三维旋转回撤结构开发；  

（三）基于 IVUS 图像的 FFR 测量系统开发；  

（四）介入超声成像导管研发及整机系统整合；  

（五）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设计和组织。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2 篇；申请发明

专利≥6 项。  

（二）技术指标：  

1. IVUS 超声换能器中心频率≥50 MHz；  

2. IVUS 成像轴向分辨率 ≤ 40 μm、横向分辨率（轴向

距工作导管 2 mm 处） ≤ 200 μm，成像深度：软组织中 ≥ 

2.5 mm、血液中 ≥ 3 mm；  

3. IVUS 成像帧率实现 100 帧每秒，回撤速度实现 10 

mm/s;  

4. 介入超声成像导管材料为通过认证的生物兼容性材

料，工作段最大管径 ≤ 1 mm；  

5. 基于 IVUS 图像得出的 FFR 测量结果准确性≥80%。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 

 

 

 

 

 

 

 

专 2019N00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个体化精准诊治策略研  



 

 

究及应用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

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基于慢阻肺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建立我市慢阻

肺规范数据源和相关生物样本采集及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筛选与慢阻肺发病与急性加重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探讨免疫组库多样性与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的关系；  

（三）整合慢阻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的临床数据库及

生物样本数据库的信息，确定不同的急性加重亚型(或表型)

的临床与生物信息的特征；  

（四）根据临床干预的实际数据,筛选出不同的急性加重

亚型的个体化诊治和预防策略。  

（五）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找与 COPD 表型和疾病进展相

关的关键生物标记物,建立临床特征与生物标记物联合的临

床表型和  

内因型评估体系。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5 篇；申请发明

专利≥2 项；培养研究生≥5 名。  

（二）技术指标：  

1.建立 1 套规范化的慢阻肺临床数据源和各类生物采集

及管理标准化体系；  

2.建立 1 套国内外认可的规范化的慢阻肺大型临床生物

信息资源库和对照资源库；  

3.制定出 1 套适合我市慢阻肺发病与急性加重的个体化

诊治策略。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 

 

 

专 2019N011 脑卒中血管斑块磁共振成像多中心研究临  



 

 

床及应用示范  

一、领域： 二、生物与人口健康技术--（五）人口健康

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一）研究基于压缩感知的快速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

像方法；  

（二）研究不同卒中类型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以

及进行斑块特征与临床症状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三）研发基于大数据的斑块智能分析方法与模型，实

现斑块易损性的快速准确定量诊断，并在多家医院进行应用

示范。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发表 SCI 收录论文≥3 篇；申请发明

专利≥3 项。  

（二）技术指标：  

1. 合作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万元/年；  

2. 头颈动脉一体化血管壁成像实现在 4 分钟以内完成，

同时空间分辨率达到 0.6mm 各向同性；  

3. 多中心临床研究收集脑卒中斑块病例 1000 例，并初

步实现头颈动脉斑块的人工智能识别和分类，相似度和重叠

度分别达到 0.95 和 0.90；  

4.在深圳市≥2 家医院实现头颈动脉一体化磁共振血管

壁成像针对脑卒中诊疗的应用示范。  

四、项目实施期限： 3 年  

五、资助金额： 不超过 8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