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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2〕17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2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公共安全 

方向1.城市运行 

研究目标：提升超大型城市风险预警研判能力，实现危险化

学品重大安全隐患数字化预警；构建多源爆燃高风险管线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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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库和预警管控平台，实现高风险管线燃爆监测预警；实现

医保欺诈精准识别，为医保基金安全提供有效算法和实施路径。 

研究内容：（1）研究基于智能传感器的危险化学品实时监测、

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主动应急预警关键技术，开展危险化学品安

全防控早期预警示范；（2）研究城市高风险管线爆燃风险监测与

预警管控关键技术并在本市进行工程示范；（3）研究基于多因素

多模态数据挖掘因果网络的智能算法，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医保欺

诈精准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2.有限空间 

研究目标：针对有限空间信息盲区，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

储能电站安全防护，提升电化学储能电站的消防安全保障；实现

特殊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韧性与大客流疏解；实现深基坑智

能化感知。 

研究内容：（1）研究基于数字孪生的储能电站安全及风险防

范关键技术，研发储能电站储能电池的实时离线、在线早期故障

诊断技术，开展系统智能运维和安全预警示范；（2）研究城市轨

道交通安全韧性与大客流疏解关键技术，开展应急状态下宏观网

络与微观站区层的风险主动识别、客流疏散智能化生成技术研究

及示范；（3）研发低功耗长距离无线自组网技术，研制具有多传

感器兼容、无线数据通信及运算能力等多功能一体化的智能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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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基坑安全智能化感知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3.消防应急 

研究目标：融合消防物联网系统架构、指挥专用物联网终端、

救援现场定位与警情数据等，构建集“信息、评估、研判、指挥”

等于一体的消防指挥系统；建立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家用电器火灾

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室内大空间生产与物流场所现场指挥调

度和救援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高效性。 

研究内容：（1）研究基于物联网的火灾现场应急消防指挥系

统关键技术，研发多方协同智能决策系统，开展数字化、全息化、

透明化的救援作战技术研究及示范；（2）研发基于基态电子频率

的用电智能监管设备主动式智能监测报警技术，开展电动自行车

充电及家用电器火灾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3）研

发消防设施配置和重要部位防火分隔技术，开发基于物联网的消

防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研制应急防护、搜救、通信等装备，

开展室内大空间生产与物流场所火灾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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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4.抗震韧性 

研究目标：围绕国际化大都市韧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重大

交通及地下生命线等基础设施抗震性能；建立基于物联网的重大

工程震动实时监测系统，推进防震减灾应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

老旧小区建筑群抗震性能。 

研究内容：（1）研发城市重大交通和管网数据库及其抗震韧

性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开展城市重大交通及地下生命线基于人

工智能的抗震韧性评估技术研究与示范；（2）研发防震减灾业务

数据统一存储、共享及可视化展示平台技术，开展超大城市抗震

实时监测系统研究与示范；（3）研究老旧小区建筑群抗震韧性、

建筑群震后损伤快速识别和功能恢复预测技术，研发建筑群抗震

韧性快速提升关键技术。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专题二、城市数字化转型 

方向1.数字化建设 

研究目标：建立面向新城的数据联动综合决策平台，支撑五

大新城高能级数字化转型；建立异形复杂组合建筑的结构智能监

测技术体系，形成大型文化场馆人群-结构耦合数字化健康评价机

制；形成基于可逆式装配的绿色数字建造技术体系，实现建筑工

业化生产、数字装配和可逆式拆装利用。 

研究内容：（1）研究面向智慧运营的数字孪生共性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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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城区数字化运营管理决策技术体系并在新城开展智慧立体城

市综合示范；（2）研发异形复杂组合建筑结构性态数字化监控技

术，在本市大型文化场馆建设结构健康监测和可视化系统并应

用；（3）研究模块化空间可逆式数字建造关键技术，降低示范工

程建筑设计和施工时间50%以上。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2.数字化运行 

研究目标：搭建供水管网精准设计建设和智能运行技术平

台，支撑供水行业智慧化转型；建立地下空间岩土工程混合现实

技术服务平台，实现多源地下空间数据交互应用；构建基于区块

链等技术的科技论文数字化安全管理平台，推进高校、科研院所

和医疗机构科技论文数据全流程信息交互和监督管理。 

研究内容：（1）研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供水管网水力模拟关

键技术，在本市供水管网开展“管网平差”智慧升级技术验证与

示范应用；（2）研究地下空间岩土工程混合现实技术，研发增强

现场感知的地下工程数字化管控技术并开展工程示范；（3）研究

全生命周期论文数据管理技术体系，研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论文

数据交汇系统，在科研单位开展示范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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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生态环境 

方向1.生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目标：优化植物群落配置和代表性动植物生境条件，形

成植物种质资源创新、近自然植物群落建植和多样化生境营造技

术体系，提升本市公园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实现本市城市更新区的立地改良效果智能化评估、适生抗逆树种

健康生长智能化监测和绿地质量智能化管控，增强绿地生态服务

功能。 

研究内容：（1）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城市公园、公共绿地

近自然多样化生境营建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2）城市更新区困难立地土壤修复改良、适生抗逆树种

选育及智能化监测管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耦合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2.环境健康 

研究目标：识别光污染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活动、天文观测等

产生的影响，建立本市面向人居健康的城市夜景照明指标管控体系

和光污染分级控制应用方案；识别本市重要水源地和饮用水中双酚

类新型污染物的污染特征、环境暴露和人群健康风险，实现饮用水

中双酚类化合物的高效去除；确定典型呼吸系统疾病的早期识别标

志物和引发典型肺部疾病的机制，实现精细暴露评估、早期人工智

能精准识别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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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1）面向人居健康的城市光污染控制关键技术装

备研究与示范；（2）饮用水中双酚类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管控及深度净化处理技术研究与示范；（3）大气污染典型呼吸系

统肺部疾病早期智能诊断与健康响应技术研究。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3.长江河口保护利用 

研究目标：确定长江口北支进口新江心沙快速形成机理及对

北支河道演变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北支生境保护和修复的技

术方案；评估长江口及本市近岸海域水体微塑料污染生态风险，

提出相关流域区域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消减措施；科学构建本市典

型滨海区域陆海联动生态廊道，提升陆海复合生态功能。 

研究内容：（1）新江心沙影响下的长江口北支生境修复保护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长江口及近岸海域微塑料污染快速筛

分、鉴定、溯源及风险评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3）陆海联动

生态廊道构建及生境恢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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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社会精细化治理 

方向1.精准建造 

研究目标：建立特大枢纽型超深地下工程施工装备和技术体

系，实现建造系统的绿色精准；形成适用于上海地区的新型建筑

外围护成套技术体系，实现建筑外围护结构安全一体化；形成集

约型城市地下快速路智能规划建造技术体系，实现城市地下路网

精准建造。 

研究内容：（1）研究濒海复杂地下工程承压水控制技术，研

发特大枢纽型地下工程高效精准建造新技术并应用；（2）研究外

围护结构保温一体化、结构装饰一体化、外围护与主体结构韧性

连接等装配式公共建筑新型围护结构关键技术，在本市实际工程

中应用；（3）研发集约型城市地下快速路智能建造和精准测控技

术，在本市实施超长地下快速道路工程示范。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2.智慧输运 

研究目标：形成交通科研新范式，为城市交通的综合研判和

动态调整提供网络级精准管控技术支撑；构建空港智慧货运通道

成套技术体系，有效提升空港陆路物流运输效率；建设机场地勤

交通运维精细化管理平台，实现地勤车辆全场景管控。 

研究内容：（1）研究超大城市精准研策交通系统关键技术，

选取本市交通典型场景开展应用示范；（2）研究空港货运通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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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划、精准管控成套技术，在本市实施典型智慧货运通道示范

工程；（3）研发基于航班保障需求的机场地勤车辆协同动态调度

技术，在本市大型机场开展地勤交通精细化管控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3.更新运维 

研究目标：形成历史风貌里弄建筑街区有机更新与立体空间

格局再生技术体系；构建多重复杂功能大型地下空间全生命周期

精细化管控技术体系；搭建近现代国保建筑群综合评估精细化全

息管理平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研究内容：（1）研发历史风貌区保护建筑群保留条件下的大

规模地下空间开发施工工艺和装备关键技术，在本市历史风貌区

更新中应用；（2）研究多重复杂功能大型地下空间全生命期精细

化管控技术，形成可复制的成套技术体系并应用；（3）研究近现

代国保建筑群预防性维保关键技术，在不低于十万平米的国保建

筑群更新项目中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专题五、海洋工程科技 

方向1.海洋传感器与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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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研制基于荧光淬灭原理的低成本、高可靠性、高

灵敏度海水溶解氧原位传感器，氧溶解度监测范围0-20mg/L，测

量精度达±0.3 mg/L，响应延迟小于2s，溶解氧敏感发光材料使用

寿命大于1年；研制中小型智能船舶减摇陀螺，最大传动扭矩

100kN.m，减摇启动时间25min，实现排水量30T-50T船舶减摇效

率达到90%；实现海上风电管线勘巡探测声纳系统距离分辨率优

于4cm，对10cm直径管线类连续掩埋目标的透地探测深度不低于

3m，漏报概率不高于10%。 

研究内容：（1）开展海水溶解氧原位传感器荧光相位氧分子

浓度响应的陶瓷基荧光材料组分设计、发光性能调制机制及海水

介质中的服役特性等关键技术研究；（2）开展中小型智能船舶高

海况、全航速下船体纵横摇耦合机理、减摇陀螺高效自适应控制

等关键技术研究；（3）开展海底风电管线勘巡用低漏扫率透地探

测声纳技术研究，研发海上风电管线勘巡探测声纳系统。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2.海工装备 

研究目标：面向深远海大型风机运维高效、安全精准转运

的需求，研制适用于4级海况的海上风电运维多自由度运动主动

补偿起重机，最大吊重5吨、臂展20m；研制水下3000米以上深

海电传输对接系统并开展示范应用，实现30MPa水压下湿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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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次以上；研制出高功率密度的环境动能自主俘能-供能一体

化通用可扩展能源系统并进行海试。 

研究内容：（1）开展多自由度运动补偿起重机补偿检测及控

制技术研究，并进行动态试验验证；（2）开展深海电传输对接系

统自适应压力平衡、可穿透自密封、快速对接锁紧等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3）开展超低频海洋振动能量高效俘获、机电转化和

电能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3.极地科学 

研究目标：面向极地破冰船对动力系统综合节能、超低温全

船防寒等需求，研制30000吨级极地科考重型破冰船动力系统，

破冰能力2.5米，与常规型动力系统相比，整个航次综合节能效果

均不低于6%，制定-40℃下船舶防寒设计方案，获得船级社认可；

面向极地船舶航行安全需求，研制出船舶极地航行船体安全监测

预警系统，获得船级社认可，并实船应用。 

研究内容：（1）研究破冰船节能型动力系统和极地超低温环

境的全船防寒设计等关键技术，研发极地科考重型破冰船辅助破

冰系统方案；（2）开展船舶船体运动和稳性状态监测评估、船舶

结构和螺旋桨冰载荷监测、船舶航行预警和应急决策等关键技术

研究。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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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

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专题六、体育科技 

方向1.运动训练与比赛 

研究目标：围绕科学提升运动员训练水平与运动能力，形成

5种以上应用于体能类运动员特殊环境下疲劳评估与恢复、睡眠

质量评估与调控方案；建立下肢及关节等典型运动损伤精准化防

治系统，形成规范化的专项预防诊治康复方案，并通过专项运动

员验证；构建专业智能划桨池数字化系统和运动员运动数据知识

图谱系统，建立运动数据监测与分析一体化平台，并应用于实际

训练和备战。 

研究内容：（1）基于高原低氧与高温高湿等特殊环境的重点

运动员运动性疲劳特征分析、评估评价和干预恢复技术研究与应

用；（2）基于运动全周期大数据的优秀运动员典型运动损伤的精

准预测预防、筛查评估、及诊疗康复技术研究与应用；（3）基于

赛艇训练等特定环境的室内智能桨池数字化技术研究，包括多参

数捕获、高精度机器视觉和深度神经网络的轻量化动作识别与评

价等技术，训练数据智能化采集、评估、分析技术研究与应用；

（4）基于运动员备战训练的运动数据自动采集和处理、智能分

析诊断和辅助决策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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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要求：需在本市体育训练基地有应用示范。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2.运动促进健康 

研究目标：围绕全面提升全民健身科技水平，构建老年人运

动促进健康效果评价体系和“一人一档”运动健康数字化平台，

并在全市60家以上社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践论证；建立青少年

运动员测试和评价指标体系及智能化动作分析系统，构建青少年

运动员全周期发展特征表型库数据库和运动员运动能力全周期

发展综合信息动态管理平台。 

研究内容：（1）适老型运动促进健康技术研究及智慧化适老

型肌力及关节活动度测评系统设备研究与应用；（2）青少年运动

员特征分型、运动能力综合有效评估、运动技能学习智能感知与

评价监测和智能化分析与反馈支持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企

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

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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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

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7.专题六由市科委会同市体育局共同发布、共同支持，鼓励

采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开展。 

三、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

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

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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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2年7月1日9:00，截止时间（含

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2年7月20日16:30。 

四、评审方式 

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021-12345、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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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