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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的相关任务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科技部会同公安部、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 12个部门，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列

为 2016年启动的重点专项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本重点专项面向公共安全保障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围

绕公共安全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国家公共安全综合保障、社会安

全监测预警与控制、生产安全保障与重大事故防控、国家重大基

础设施安全保障、城镇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综合应急技术

装备等重点方向不同重点任务的关键科技瓶颈问题，开展基础理

论研究、技术攻关、装备研制和应用示范，旨在大力提升我国公

共安全预防准备、监测预警、态势研判、救援处置、综合保障等

关键技术水平，为健全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全面提升我国公共安

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年至 2021年。按照分步实施、重点突

出原则，2016、2017、2018年度已在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国家公

共安全综合保障、社会安全治安防控、犯罪侦查与防范打击、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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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安全开采保障、危险化学品事故防控、工程施工安全、应急技

术装备、出入境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等方面安排部

署相关任务。2019年度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0.5亿元，拟在公共安

全成果集成与科学普及、口岸查验等方面安排 2项任务。

本项目指南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年。

对于企业牵头申报及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

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2:1。指南各方向拟支持项目数原则为 1项，若同一指南方向

下采取不同技术路线，评审结果相近，可以择优同时支持 2项，

根据中期评估结果择优再继续支持。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

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任务（课题）

数原则不超过 5个，除特殊要求外，参与单位数原则不超过 10个。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

的转化应用。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

区域开展。

本专项 2019年公开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公共安全成果集成与科学普及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公共安全专项各项目成果对专项实施方案的

支持度，评估专项成果对公共安全科技发展的作用度；研究公共

安全专项中各板块的相互关系，提炼公共安全项目群中的共性关

键技术及其在不同板块或行业中的应用技术；凝练公共安全专项

中各板块的共性科技成果和突出个性成果，形成专项技术成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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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顶层设计，调研高新展示技术现状，形成公共安全技术整体

集成和科学普及方案；基于多媒体互动技术，研究公共安全技术

成果沉浸式体验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虚实结合的技术集成与科

普技术，研制公共安全技术成果综合集成与科普平台体系。

考核指标:提交“十三五”公共安全专项成果对公共安全科技

发展作用度报告；提出公共安全专项重要关键共性技术及其在各

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力的应用研究成果；形成公共安全技术目录草

案，提炼出应急救援、社会安全、安全生产、城市安全等 4~5项

有影响力、有显示度的公共安全专项成果集/群，提交《公共安全

重点专项技术成果》系列报告；基于现代表现手法和思维，融合

高精尖科技手段，形成公共安全领域“十三五”科技成果的整体

科普展示系列方案，提出 6分钟、10分钟、30分钟等多种流程设

计方案及实现方法；基于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全息投影等高技

术手段，研制出公共安全成果沉浸式体验关键技术及装备，技术

及装备应具备强大、灵活的互动功能，支持智能手机、平板等终

端设备的无线控制；虚实结合的公共安全科技成果综合集成与科

普平台体系应包含公共安全线上科普馆（含APP应用）、公共安全

实体科普馆、公共安全流动科普馆、公共安全科普资源包等，平

台体系应具备集声、光、电、三维动画、影视等多种手段为解决

方案的高科技展示能力，支持系统模块化动态调整，科普展示方

式应包括实体展示、虚拟展示、混合展示等多种互动形式。

有关说明：项目参与单位数不超过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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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岸致灾因子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

研究内容：针对口岸典型查验场景，研究致灾因子的成灾机

理和分类评价；开发快速实时高灵敏检测技术方法，研制智能化

查验装备；研发口岸查验安全作业防护及救援装备，形成灾害处

置标准规范；在我国重点口岸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口岸货物堆场、船舶、航空器和出入境人员密集场

所 4种典型查验场景的致灾因子危害机理模型和分类评价体系。针

对4种口岸查验场景研究致灾因子快速检测方法和设备不少于6种
（套），其中对口岸货物堆场的硝酸钾等固态致灾因子检测频宽

0.1~4THz，对烷烃类物质等气态致灾因子探测频谱分辨率不低于

5GHz，种类不低于 10种，灵敏度不低于 98%；对航空器自由空间

探测距离不低于 10米；对船舶检疫查验自动化装备可靠识别率不

少于 80%；对人员密集场所智能监控识别和追踪准确率不低于

95%。研发便携式口岸查验安全作业防护及救援装备不少于 3套。

针对重大生物危险因子（如病毒），建立不少于 5种实验室检测技

术和现场快速筛查检测技术及标准，研发相应试剂盒，开发不少于

3种具有广谱、便捷、高效的免疫预防技术，用于预防相应突发烈

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风险消除、应急处置和人员防护。研制致灾因

子处置装置 1套，消毒剂雾化效率>90%，气雾粒径<5μm，应满足

-20℃特殊环境作业。制修订相关行业技术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15项，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5项，建立口岸现场查验和安全防控

技术规范不少于 10项，在不少于 10家口岸现场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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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2019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

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

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

双方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

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



— 2 —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

题）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法

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8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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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特殊要求外，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

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个。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贾国伟 010-5888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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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指南

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范维澄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 教 授

2 林树青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研究员

3 施卫祖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研究员

4 申宝宏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研究员

5 丁烈云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教 授

6 于 锐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研究员

7 权养科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研究员

8 王金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研究员

9 于震平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10 盛 谦 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11 王晓程 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706所 研究员

12 何庆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3 吕敬民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14 胡传平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研究员

15 付 超 辽宁卓异科技集团 研究员

16 张世富 国家救灾应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 授

17 王岚生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教授级高工

18 李爱民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9 吴新宇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

20 韦 巍 浙江大学 教 授

21 黄 强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所 教 授

22 马 栋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主任法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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