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8 

 

“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确保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

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资

源环境压力增加、肥水利用效率较低、耕地受损严重和国际

竞争力不强等重大问题，需要寻出丰产增效新途径，挖掘丰

产增效新潜力，破解良种良法配套、信息化精准栽培、土壤

培肥耕作、灾变控制、抗低温干旱、均衡增产和节本减排等

技术难题，实现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

目标。 

为有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2020 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等精神，启动实施“粮

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专项围绕粮食丰产增效可持续发展，聚焦 3 大粮食作物

（水稻、小麦、玉米）、突出 3 大主产平原（东北、黄淮海、

长江中下游的 13 个粮食主产省）、注重 3 大目标（丰产、

增效与环境友好）、衔接 3 大层次（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

术、集成示范），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新增 5%，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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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提高 20%，增加效益 256 亿元以上，形成高度规模机

械化、信息标准化、精准轻简化水平的生产体系。 

按照粮食生产全产业链布局创新任务、一体化组织实施

的思路，专项围绕总体目标，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创新与

区域技术集成示范三个层次部署重点任务。在 2016 年度首

批启动 9 个项目的基础上，2017 年度拟启动 17 个研究方向

（每个研究方向拟支持 1-2 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5.64

亿元。其中基础研究 3 个研究方向，关键技术研究 14 个研

究方向。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基础研究 

1.1 水稻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及其适应性栽

培途径 

研究内容：针对气候变化对水稻丰产增效过程的不利影

响，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沿黄河不同生态区域，研究不同

时空尺度下主要气候因子（温度、光照、降水、CO2浓度等）

动态变化特征及其与水稻生产系统的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

和环境代价（土壤有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定量关系，并

定量表征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系统的综合影响程度；探索气

候变化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环境效应的关键因子、主控过

程及其调控机理；揭示水稻生产系统品种、栽培技术对气候

变化（增温、寡照、低温等）的适应性及其生理生态机制；

创新消减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系统不利影响的关键技术，提

出可持续丰产优质、低排放的栽培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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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筛选对减缓气候变化具有补

偿作用的推广品种各 3-5 个、管理技术 2 套以上；提出气候

变化对水稻产量、品质、土壤地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评

估报告 2-3 份；提出不同区域、不同水稻类型适应气候变化

的新型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方案 2-3 份，农田温室气体排放

降低 20%以上。发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 30

篇以上。【预期性指标】阐明气候变化对长江中下游、东北、

沿黄河不同生态区域水稻产量、品质、资源利用效率、土壤

地力的影响特征与机制，评估气候变化条件下水稻生产的环

境代价；出版专著 1-２部，申请专利 3-4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2 小麦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及其适应性栽

培途径 

研究内容：针对气候变化与小麦丰产增效生产过程中的

相互作用关系，重点面向黄淮海、江淮小麦产区不同生态区，

研究不同时空尺度下主要气候因子（温度、光照、降水、CO2

浓度等）动态变化特征及其与小麦生产系统生产力、资源利

用效率和环境代价的定量关系，并定量表征气候变化对小麦

生产系统的综合影响程度；探索气候变化对小麦生长与发

育、产量与品质及环境效应影响的关键因子、主控过程及其

调控机理；揭示小麦生产系统品种、栽培技术对气候变化（增

温、寡照、低温等）的适应性及其生理生态机制，创新消减

气候变化对小麦生产系统不利影响的关键技术，提出可持续

 3

 



 

丰产优质、生态安全的栽培技术途径。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筛选可消减气候变化不利影

响的推广品种 3-5 个、管理技术 2 套以上；提出气候变化对

小麦产量、品质、土壤肥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评估报告

2-3 份，农田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20%以上；提出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小麦适应气候变化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方案 2-3

份;发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 30 篇以上。【预

期性指标】阐明气候变化对黄淮海、江淮不同生态区域小麦

产量、品质、资源利用效率、土壤地力的影响与机制，评估

气候变化条件下小麦生产的环境代价，阐明小麦适应气候变

化的调控机理,揭示消减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农田管理与生

物学调控过程与机理。出版专著 1 部以上，申请专利 3-4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3 玉米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及其适应性栽

培途径 

研究内容：针对气候变化对玉米生产系统的不利影响，

以东北、华北玉米生态区为主，兼顾西南（南方）、西北等

不同生态区域，研究不同时空尺度下主要气候因子（温度、

光照、降水、CO2 浓度等）动态变化特征及其与玉米生产系

统的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代价的定量关系，定量表

征气候变化对玉米生产系统的综合影响程度；探索气候变化

对玉米生长与发育、产量与品质及环境效应影响的关键因

子、主控过程及其调控机理；揭示玉米生产系统品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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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气候变化（增温、寡照、干旱、富 CO2）的适应特征

与生理生态机制；创新消减气候变化对玉米生产系统不利影

响的关键技术，提出可持续丰产增效、低排放的栽培技术途

径。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筛选对消减气候变化具有补

偿作用的推广品种各 3-5 个、管理技术 2 套以上；提出适应

气候变化的可持续丰产增效、低排放的栽培技术方案 2-3 份，

农田排放降低 20%以上；提出气候变化对玉米产量、品质、

土壤地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评估报告 2-3 份；发表国内

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论文 30 篇以上。【预期性指标】

定量表述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不同生态区域气候变化时

空动态特征及其对玉米生产系统影响的综合评价标准。出版

专著 1 部以上，申请专利 3-4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 关键技术研究 

2.1 粮食主产区主要气象灾变过程及其减灾保产调控关

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粮食生产中气象灾害多发和重发的

特点，以预防和减损技术创新为核心，在我国水稻、小麦、

玉米主产区重点研究灾害发生规律，构建由农业气象数据

库、多源遥感数据产品、区域农业生产信息系统和 GIS 组成

的不同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信息平台；创新有效防控关键

技术，构建减灾保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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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明确粮食主产区气象灾害发

生规律，构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技术体系 3 套以上，构建气

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信息平台 1 个以上，主要气象灾害预测

准确率提高 20%以上；构建不同作物减灾保产技术体系 6 套

以上，开发减灾产品 3 个以上；减灾保产技术推广面积 500

万亩以上。【预期性指标】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30 篇以上，

其中高水平论文 8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 件，登记国家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5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2 东北北部春玉米、粳稻水热优化配置丰产增效关键

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东北北部春玉米、粳稻生产区域生态特

点和生产问题，开展适应机械化的优良品种鉴选与配套栽

培、土壤活化与耕作、肥料高效利用、节本环保病虫防控、

机械化栽培稳产增效栽培等关键技术研究；重点集成玉米水

稻产区经济、高效、环保、绿色的施肥技术体系及环保防控

体系，构建东北北部春玉米、粳稻水热优化配置丰产增效关

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东北北部建立春玉米、粳

稻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核心区各 1 万亩，玉米单产分别

达到 1100 公斤/亩和 710 公斤/亩,水稻单产分别达到 800 公斤

/亩和 700 公斤/亩;筛选优质、高产、抗逆春玉米新品种 3 个

以上，粳稻品种 2-3 个；构建区域特色春玉米、粳稻全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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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丰产增效技术模式各 3-4 项；研发春玉米和粳稻丰产增

效的物化产品各 3 项以上，获得专利各 3-4 件，创新节水省

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

/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区域粮食生产对水资源

过度利用的有效控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3 东北中部春玉米、粳稻改土抗逆丰产增效关键技术

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东北中部春玉米、粳稻生产区域生态特

点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春玉米和粳稻抗逆丰产、玉米群体

根冠双层调控、玉米抗逆稳产、玉米秸秆全量还田培肥土壤、

玉米高效施肥、粳稻病虫草害规模化（航化）一体化防控等

关键技术研究，研制肥料、秸秆还田和微生物杀虫等新型技

术产品；构建东北中部春玉米、粳稻改土抗逆丰产增效关键

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东北中部建设春玉米、粳

稻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亩产分别达到 1,250 公斤以上、820

公斤；建设核心区各 1 万亩，亩产分别达到 775 公斤和 725

公斤;筛选丰产优质抗逆春玉米新品种 3 个以上，水稻 2-3 个；

构建春玉米和粳稻全程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模式各 3-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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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技术规程各 3-4 项；创新春玉米与水稻丰产增效的物化

产品各 3 项以上，获得专利 3-4 件,创新节水省肥一体化技术

2-3项,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

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

（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

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耕地质量逐步提升，粮食品质显著改

善，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区域粮食生产

对水肥资源过度利用的有效控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4 东北南部春玉米、粳稻密植抗逆丰产增效关键技术

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东北南部春玉米、粳稻生产区域生态特

点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玉米水稻氮高效资源及新品种鉴选

与配套栽培、高产耕层构建及地力保育、高产群体构建及水

肥一体化、节肥节药、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研究；构建东

北南部春玉米、粳稻密植抗逆丰产增效关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东北南部建设春玉米、粳

稻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单产分别达到 1,250 公斤/亩、840

公斤/亩；建设春玉米、粳稻核心区各 1 万亩，单产分别达到

780 公斤/亩、680 公斤/亩;筛选玉米和水稻丰产优质抗逆新品

种各 3 个以上；构建春玉米、粳稻全程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

模式各 3-4 套，并制定相应技术规程；创新玉米与粳稻丰产

增效的物化产品各 3 项以上，获得专利各 4-5 件,创新节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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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水肥利用效率提高 10%以上，光热资

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

/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粮食品质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实

现区域粮食生产对水肥资源过度利用的有效控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5 东北西部春玉米抗逆培肥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

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东北西部玉米生产区域生态特点和生产

问题，重点开展不同区域早熟、抗逆、宜机收玉米品种鉴选

与配套栽培、秸秆低温快速分解制剂研发、耐旱耐寒机理与

调控、秸秆还田与新型耕作制度、水肥高效管理等关键技术

研究；集成适应不同区域的耐旱、耐寒栽培技术体系，构建

东北西部玉米抗逆培肥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东北西部建设春玉米超高

产攻关田 50 亩，单产达到 1,200 公斤/亩；核心区 1 万亩，

单产达到 800 公斤/亩;筛选早熟、丰产、优质、适合机械化

栽培的春玉米新品种 3 个以上；创新节水省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构建春玉米全程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4-5 套，并制

定相应技术规程；创新春玉米丰产增效物化产品 4-5 项, 获

得专利 4-5 件；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

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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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

/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玉米品质得到显著改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实

现区域粮食生产对水资源过度利用的有效控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6 黄淮海北部小麦-玉米周年控水节肥一体化均衡丰

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黄淮海北部小麦-玉米生产区域生态特点

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适应不同生态区的优良小麦玉米品种

鉴选与配套栽培、超高产群个体发育规律与群体质量调控、

肥水一体化运筹与协同、耕地土壤培肥、光热资源优化配置、

重要病虫草害发生规律及防控、全程简化高效与智能机械化

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秸秆还田条件下资源高效技术体系，

构建黄淮海北部小麦-玉米周年控水节肥一体化均衡丰产增

效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黄淮海北部建设小麦、玉

米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亩产分别达到 650 公斤、750 公斤；

建设小麦、玉米核心区各 1 万亩，亩产量分别达到 600 公斤、

700 公斤；筛选出节水、优质冬小麦和夏玉米品种各 2-3 个；

创新小麦-玉米周年丰产农机农艺融合均衡增产技术 1-2 项，

构建小麦-玉米周年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 套，并制定相应技术

规程；研发物化产品 6 项以上，获得专利 3-4 件;创新节水省

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水肥利用效率提高 10%以上，亩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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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0 立方米，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生产效率（节

省人工）提升 20%，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降低 2%-5%，节

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

品质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节

水压采、节肥增效、丰产提质目标，水资源过度利用得到有

效控制、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7 黄淮海东部小麦-玉米周年光温水肥资源优化配置

均衡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黄淮海东部小麦-玉米生产区域生态特点

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适应不同生态区的优良冬小麦和夏玉

米品种鉴选与配套栽培、丰产增效群体调控、水肥高效利用

与丰产增效耕作、周年轮作条件下耕层土壤结构调控、秸秆

还田土壤增碳、主要气象灾害成灾监测预警平台和麦玉抗逆

减灾稳产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秸秆还田条件下周年轻简化

绿色生产技术体系，构建黄淮海东部小麦-玉米周年光温水肥

资源优化配置均衡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黄淮海东部建设小麦、玉

米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亩产分别达到 650 公斤以上，900

公斤以上；建设小麦、玉米核心区各 1 万亩，平均亩产分别

达到 630 公斤，玉米亩产达到 750 公斤；筛选出节水、丰产、

优质、抗逆冬小麦和夏玉米新品种各 2-3 个；创新小麦-玉米

周年丰产农机农艺融合均衡增产技术 1-2 项，构建小麦-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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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2-3 套，制定相应技术规程；研发物

化产品 6 项以上，获得专利 4-6 件;创新节水省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效

率提高 1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气象灾害与

病虫害损失降低 2%-5%，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

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与信息

化水平显著提升，本区域粮食生产水资源过度利用得到有效

控制，耕地质量逐步提升，节本增效 100 元/亩。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8 黄淮海南部小麦-玉米周年光热资源高效利用与水

肥一体化均衡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黄淮海南部小麦-玉米生产区域生态特点

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适应不同生态区的优良小麦玉米品种

鉴选与配套栽培、群体调控与肥水一体化、土壤培肥与耕作、

抗逆减灾稳产和绿色防控、“三化”（机械化、轻简化、智能

化）生产与管理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小麦-玉米周年肥水协

同的资源高效技术体系和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构建黄淮海南

部小麦-玉米周年光热资源高效利用与水肥一体化均衡丰产

增效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黄淮海南部建设小麦、玉

米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两熟平均亩产达到 1,550 公斤（小

麦 700 公斤/亩、玉米 850 公斤/亩）；建设小麦、玉米核心区

各 1 万亩，两熟平均亩产达到 1,400 公斤（小麦 650 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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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750 公斤/亩）；筛选出节水、丰产、优质、抗逆冬小麦

和夏玉米新品种各 2-3 个；创新小麦-玉米周年丰产农机农艺

融合均衡增产技术 1-2 项，构建小麦-玉米周年丰产增效技术

体系 2-3 套，制定丰产增效技术规程 2-3 项；研发物化产品 6

项以上，获得专利 3-4 件,创新节水省肥一体化技术 2-3 项,

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

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攻

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

显著提升，本区域粮食生产水资源过度利用得到有效控制，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9 江淮东部稻-麦周年省工节本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

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江淮东部水稻-小麦生产区域生态特点和

生产问题，重点开展优质高产肥水高效稻麦新品种鉴选与配

套栽培、稻麦丰产提质的茬口配置、省工减肥节水、秸秆综

合利用及肥水高效利用、适应新型经营主体的高效技术产品

与现代装备、不同尺度稻麦生产系统的大数据平台和手机

APP 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适合于不同经营主体的新型稻麦

生产技术体系，构建江淮东部稻-麦周年省工节本丰产增效关

键技术研究与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江淮东部建设水稻、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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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水稻单产达到 900 公斤/亩、小麦达

到 600 公斤/亩；建设核心区各 1 万亩，水稻单产达到 720 公

斤/亩、小麦达到 500 公斤/亩;筛选出稻-麦周年丰产增效优质

小麦、水稻品种各 2-3 个；创新稻-麦两熟制水稻和小麦的肥

料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关键技术 2-3 项，构建稻-麦周年机械

化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 套以上，制定丰产增效技术规程 2-3

项；创新稻-麦周年光热资源优化配置和节肥节药一体化丰产

技术 2-3 项，形成物化产品 3 项以上, 获得专利 2-3 项；水肥

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

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

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

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得到改善，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

轻简化水平显著提升，本区域粮食生产对水资源过度利用得

到有效控制，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0 江淮中部粮食多元化两熟区周年光热资源高效利

用与优化施肥节本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江淮中部小麦-水稻、小麦-玉米多元化

生产区域生态特点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周年资源优化配置

及其高产群体构建、不同水资源分区优化水肥交互管理模式

及其节水保肥管理、有机物还田耕整地及其土壤改良培肥、

主要病虫草害（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一体化）绿

色防控、全程机械化与物联网精准决策服务等关键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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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相应技术体系，构建江淮中部小

麦-水稻、小麦-玉米多元化两熟区周年光热资源高效利用与

优化施肥节本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江淮中部建设稻-麦和麦-

玉两熟类型高产攻关田各 100 亩,周年亩产分别达到 1,400 公

斤，建设核心区各 1 万亩，其中江淮丘陵区稻-麦两熟核心区

周年亩产达到 1,290 公斤（水稻 740 公斤/亩、小麦 550 公斤

/亩）；沿江平原区水稻小麦两熟周年亩产达到 1,190 公斤（水

稻 740 公斤/亩、小麦 450 公斤/亩），沿淮淮北区麦-玉两熟

核心区周年亩产达到 1,320 公斤（小麦 620 公斤/亩、玉米 700

公斤/亩）; 筛选出周年丰产增效优质水稻、小麦、玉米品种

各 2-3 个；创新稻-麦、双季稻(再生稻)、麦-玉一年两熟水稻、

小麦、玉米的肥料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关键技术 2-3 项，构

建稻-麦、双季稻(再生稻)、麦-玉周年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4

套，并制定相应技术规程；创新稻-麦、麦-玉周年丰产增效

技术 4-5 项，形成物化产品 6 项以上, 获得专利 4-5 件;生产

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

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

低 2%-5%，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

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本区域粮食生产水资源过度利用得到有效控制，耕地质量逐

步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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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长江中下游北部单双季稻混作区周年光温高效利

用与水肥精确调控节本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下游北部单双季稻混作区域生态

特点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 “籼改粳”及水稻品种结构调

整、水稻全程机械化、单双季稻混作区稻-麦与双季稻精准定

量、水肥一体化管理、耕作改制与培肥土壤、种养结合、绿

色环保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资源高效利用优质稻生产技术

体系，构建长江中下游北部单双季稻混作区周年光温高效利

用与水肥精确调控节本丰产增效关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长江中下游北部建设双季

稻（含再生稻）超高产攻关田 50 亩,双季稻单产 1,300 公斤/

亩，单季稻单产 900 公斤/亩，再生稻单产 1,000 公斤/亩；核

心区 1 万亩，亩增产 8%以上;筛选出稻-麦周年丰产增效优质

水稻品种 3-4 个、小麦品种 1-2 个；创新稻-麦、双季稻两熟

制水稻和小麦的肥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关键技术 2-3 项，构

建稻-麦及双季稻周年机械化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4 套，并制

定相应技术规程 3-4 项；创新稻-麦、双季稻周年机械化丰产

及节肥节药一体化丰产技术 3-4 项，形成物化产品 6 项以上, 

获得发明专利 3-4 件；水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

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

/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得到改善，

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轻简化水平显著提升，本区域粮

食生产对水资源过度利用得到有效控制，耕地质量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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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2 长江中下游南部双季稻周年水肥高效协同与灾害

绿色防控丰产节本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下游南部双季稻区域生态特点和

生产问题，重点开展双季超级稻丰产稳产水肥高效协同利用

关系及调控、单双季超级稻穗粒均衡协同机制与调控、全程

机械化、水肥药一体化、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水稻规模化生

产智能服务平台集成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超级杂交稻丰产

栽培技术体系和双季稻丰产栽培技术体系，构建长江中下游

南部双季稻周年水肥高效协同与灾害绿色防控节本丰产增

效关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长江中下游南部湘中东丘

岗盆地区、湘北环湖平丘区和湘南丘岗山区三个双季稻生产

的主要优势区域建设双季稻超高产攻关田 50 亩、亩产分别

达到 1250 公斤;核心区 1 万亩，1150 公斤；筛选出双季稻节

本丰产增效品种 5-6 个；创新双季稻药、肥高效利用和环境

友好关键技术 3-4 项，构建稻作系统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4

套，并制定相应技术规程 3-4 项；创新双季稻机械化生产及

节肥省药丰产技术 3-4 项，形成物化产品 6 项以上,获得专利

4-5 件；肥料和农药利用效率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

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双

季稻机插秧率提高 10%，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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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机械化、信息化、

标准化、轻简化水平显著提升，有效控制本区域粮食生产肥

水资源过度利用，耕地质量逐步得到提升，生产效率（节省

人工）显著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3 长江中下游东部双季稻区生产能力提升与肥药精

准施用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下游东部双季稻区域生态特点和

生产问题，重点开展红黄壤稻田生产能力提升、耕作制度与

用养结合、肥水调控、主要病虫草害生态调控、精准施药高

效防控、双季稻农机农艺融合、促进腋芽萌发和提高成穗率

等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相应技术体系，构

建长江中下游东部双季稻区生产能力提升与肥药精准施用

丰产增效关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长江中下游东部建设双季

稻超高产攻关田 50 亩、双季单产 1,250 公斤/亩;核心区 1 万

亩、双季单产 1,100 公斤/亩。筛选出双季稻丰产增效品种各

4-6 个；创新双季稻肥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关键技术 2-3 项，

集成稻作系统丰产增效技术模式 3-4 套，制定丰产增效技术

规程 3-4 项；创新双季稻机械化生产及节肥节药丰产技术 3-4

项，形成物化产品 6 项以上, 获得专利 4-5 件；肥料和农药

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10%以上、光热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15%，

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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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

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

轻简化水平显著提升，有效控制本区域粮食生产肥水资源过

度利用，耕地质量逐步得到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4 长江中下游西部水稻多元化种植水肥耦合与肥药

精准减量丰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模式构建 

研究内容：针对长江中下游西部水稻多元化种植区域生

态特点和生产问题，重点开展水稻多元化种植水肥耦合高效

利用规律与协同调控、水肥药一体化精准减量提质、全程机

械化及前茬机收、秸秆还田与机械化育插秧、直播水稻高产

高效技术调控及农机农艺融合、丘陵旱地带状套作玉米等关

键技术研究；基于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相应技术体系，构建长

江中下游西部水稻多元化种植水肥耦合与肥药精准减量丰

产增效关键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长江中下游西部建设中籼

稻、丘陵旱地带状套作玉米超高产攻关田各 50 亩，一季中

稻亩产 770 公斤，中稻+再生稻两季亩产 900 公斤，玉米亩

产 650 公斤；建设水稻核心区 1 万亩、丘陵旱地带状套作玉

米核心区 5,000 亩，一季中稻亩产 680 公斤，中稻+再生稻亩

产 820 公斤，玉米亩产 550 公斤；筛选出适合不同稻作区的

水稻丰产增效品种 5-6 个、玉米丰产增效品种 2-3 个；创新

不同稻作区水稻水肥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关键技术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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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多元化种植稻作、丘陵旱地带状套作玉米丰产增效技术

模式 3-4 套，制定相应技术规程；创新多元化种植水稻丰产

增效及节肥节药丰产技术 3-4 项，形成物化产品 5 项以上, 获

得专利 4-5 件；肥料和农药利用效率提高 10%以上、光热资

源利用效率提高 15%，气象灾害与病虫害损失显著降低

2%-5%，生产效率（节省人工）提升 20%，节本增效 100 元

/亩。【预期性指标】攻关田和核心试验区粮食品质显著改善，

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轻简化水平显著提升，有效控制

本区域粮食生产肥水资源过度利用，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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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要 求 

 

1.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10 个，每个课题参加单位不

超过 5 家（含承担单位）。 

2. 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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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3. 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为申

报书的附件。 

 



“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2017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1 赵 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2 李春喜 河南师范大学 教 授

3 姜 东 南京农业大学 教 授

4 彭少兵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5 胡春胜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研究员

6 任 军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7 薛吉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 授

8 王俊河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研究员

9 邹应斌 湖南农业大学 教 授

10 宋凤斌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
研究员

11 毛留喜 国家气象中心农业气象中心
正研级

高工

12 王敏欣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高级

工程师

13 史记亚 江苏三零面粉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 孙 克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农药所
教授级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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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 

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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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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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任务或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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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

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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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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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

或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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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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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10 个，每个课题参加单位

不超过 5家（含承担单位）。 

（2）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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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3）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

为申报书的附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连庆  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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