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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科技支撑”重点专项。

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

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落实《关于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安

中国建设的意见》，围绕“平安中国”的战略总目标，构建智慧社

会理论体系，研究共性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展行业应用示范，构

建一体化社会安全体系，提升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能力，提

升科学监管和服务能力，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智慧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切实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

2021年度指南部署按照分步实施、重点突出原则，围绕社会

安全关键技术与装备、智慧司法关键技术与装备、社会治理关键

技术与应用示范、科学监管关键技术与装备等 4个技术方向，按

照基础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拟启动 9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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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9 亿元。其中，围绕社会安全关键技术与

装备等技术方向，拟部署 2个青年科学家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概算 0.1 亿元，每个项目 500 万元；围绕社会治理关键技术与应

用示范等技术方向，拟部署 4个部省联动项目。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项

目拟支持数为 1~2项，实施周期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

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基

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共性关键技术类和示范应用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

设 1名负责人。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

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

男性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1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常规项目下

设青年科学家课题的，青年科学家课题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年龄要

求，与青年科学家项目一致。

本重点专项部分项目采用部省联动方式组织实施。部省联动

项目要求地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相关技术方

案需得到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共同认可，地方科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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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政法机关需为项目成果示范应用提供条件保障。针对指南

方向 3.1、3.2、3.3、3.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限组织申报其中一项。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社会安全关键技术与装备

1.1 DNA 勘验核心装备自主研制及可控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 DNA 物证提取扩增检测一体化装备，包括

DNA 高精度电泳核心部件国产化研制、DNA 微量物证高效提取

和扩增关键技术、DNA物证提取扩增检测一体化工作站研制；研

究 DNA 数据库样本高通量检测装备，包括 DNA 数据库样本前处

理工作站研制、DNA 数据库样本高通量检测关键仪器研制；研究

DNA物证勘查管控关键技术，包括微量DNA物证勘查关键技术、

物证溯源标识码隐藏关键技术和验证设备；研究新一代复合扩增

试剂和关键耗材，包括多色荧光复合扩增试剂、毛细管阵列关键

耗材、电泳筛分介质等。

考核指标：研制 DNA物证提取扩增检测一体化工作站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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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泳道可检测颜色通道数不低于 9个，精确度不低于 0.12bp，检

测通量不小于 24 样本/小时，实现微量 DNA 物证全自动提取、扩

增、检测和 DNA分型；研制 DNA数据库样本高通量检测关键仪

器不少于 2 台，数据库样本打孔精度不低于 0.01mm，检测通量

不低于 96 样本/小时；研制 DNA 物证勘查管控装备不少于 2 台

（套），物证标识码可喷附在肌肉、骨头、衣服、刀具等物证主体、

可全面隐藏且耐受-50℃~1300℃，支持潜血、毛发、唾液等微量

物证智能发现；研制 DNA 检测关键耗材 2 种以上，复合扩增试

剂位点数大于 30 个、支持常染色体和 Y 染色体同时检测，毛细

管阵列通道数不低于 24 个。集成上述研究成果，在地市级以上

（含地市级）公安机关不少于 3家开展应用示范，申请发明专利

不少于 10项。

有关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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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基于 DNA 的生物物证来源人脸部表征遗传推测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筛选中国人群脸部特征关联的基因位点及甲基化

位点，研究适用于生物物证特点的人脸部特征关联位点检测技术；

建立包含中国北方、南方、西北、青藏四大地理区域特征和个体

遗传特征的人脸推测算法模型，研究遗传位点效应可视化技术；

研究推测人脸图像在公安刑侦人像库的检索比对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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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筛选脸部特征关联 SNP 位点>200 个，甲基化位

点>50 个，建立人脸特征关联位点法医学检测技术方法 1套；建

立覆盖中国四大地理区域的参考人群样本库，每个区域样本>500

份且均包含二维、三维人脸图像信息和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其中

家系样本>200份，人脸特征提取与自动量化图像处理软件 1套，

具有二维及三维人脸图像处理功能，特征提取标记的脸部五官关

键点>60 个，可自动输出关键点距离、角度等几何信息，软件成

果完成研发后需在第三方检验机构完成功能测试；人脸特征推测

算法 1套，可通过人脸图像推测图像来源人所属中国地理区域并

提取地域特征，推测准确率>80%；在地域特征基础上添加脸部特

征相关位点效应，实现对个体脸部特征的遗传推测和可视化，推

测图像在参考人群样本库内的比中准确率>70%；遗传推测人脸图

像在公安人像库的比对方法 1套，可实现遗传推测的人脸特征与

公安人像库中的人脸特征的对接，并在不少于 3家省级及以上公

安刑侦人像库中进行测试。

有关说明：该任务作为青年科学家项目，由青年科学家牵头

申报。

1.3 复杂环境全天候高光谱智能人脸防伪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面向社会安全中开放场景复杂光照条件下的全天

候人脸防伪识别重大需求，针对目前人脸识别系统对光照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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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方位要求高、只能采集光强信息等限制导致的复杂光照环境

（强光、弱光、阴影等）防伪识别精度差的瓶颈问题，聚焦生物

特征高光谱信息获取、全天候高精度安防监控的技术难点，研究

集成式高光谱成像传感器件，包括高光谱集成化计算采集、空—

谱—时视觉全信息联合反演关键技术；研究复杂光照多维图像融

合增强技术；研究高光谱智能人脸防伪系统，包括人脸光谱生物

特征提取构建、多维光谱特征人脸防伪识别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开发一套集成式光谱传感器件，相比现有传感器

尺寸不增加，空间分辨率不降低，光谱分辨率不低于 10nm；开

发一套复杂光照环境图像增强算法，相比传感器原始采集数据，

在强光/弱光条件下的多光谱成像性能提升不低于 10dB；开发一

套高光谱智能人脸防伪系统，具备伪装人脸识别能力，相比现有

人脸识别系统，在复杂光照环境下的识别精度提升至不低于90%，

人脸识别响应时间低于 0.1 秒，伪装材质鉴别精度不低于 90%，

功能性及可靠性完成第三方评测。

有关说明：该任务作为青年科学家项目，由青年科学家牵头

申报。

2. 智慧司法关键技术与装备

2.1 法检司协同分布式大数据融合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司法协同的大数据治理与服务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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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以审判为中心的虚拟数据空间构建技术；研究面向检察

专业化办案的分布式数据融合关键技术；研究面向司法行政业务

资源整合的数据交互管控技术；研究构建跨领域协同的分布式融

合大数据中心原型。

考核指标：构建一体化、全业务的司法协同大数据治理体系，

形成司法协同数据标准，针对结构化数据、卷宗、证据、文书等

不少于 6类数据形成分布式融合元数据模型及校验管理系统，实

现跨部门数据一致性不低于 99%，涵盖刑事办案、减刑假释等不

少于 5类司法协同业务；形成面向审判执行的跨部门动态数据组

织模型，构建数据组织融合系统，支持形成调解、诉讼、审判、

执行等不少于 6个维度的虚拟数据空间，支持以案件、用户、部

门等 3个维度按需订阅、发布数据，单个案件跨部门数据组织融

合时间不大于 5秒；形成面向检察专业化办案的跨部门数据汇聚

融合系统，支持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 4

类业务，实现案件数据、涉案主体、办案人员、涉案财物等不少

于 6类数据汇聚模型，汇聚融合结构化案件信息、文书、证据等

不少于 5 种数据源，在不少于 1000 万案件数据容量下检索延时

不大于 5秒；构建司法行政数据资源共享系统，支持科学立法、

执法监督、刑事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等不少于 4类司法行政业务，

构建面向交互管控的知识模型，支持法律法规、执法行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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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涉案主体等不少于 5类数据的管控，支持数据溯源认证、

访问控制、一致性校验等不少于 5种交互管控方式，管控预警响

应时间不大于 5秒；提出分布式融合大数据中心系统架构，构建

分布式融合大数据中心，支持刑事办案公诉提请、交付执行、案

件监督等不少于 6类业务过程数据交换，在隔离交换条件下，跨

部门数据服务吞吐量不低于 1000tps，平均响应时间不大于 3秒。

集成上述研究成果，在不少于 2个省域（含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协同应用示范，申

请/获得专利不少于 10 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0 项，制定国家/

行业技术标准不少于 1项。

有关说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织

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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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会治理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

3.1 面向社会治理复杂系统的体系设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多、网络社会风险放

大效应带来的治理难度增维跃升，亟需社会治理复杂系统基础理

论指导、体系设计方法和工具支撑等问题，研究面向物理、社会、

信息“三元空间”的社会治理复杂系统相关要素，分析要素关联

关系和影响因素，研究“三元空间”实体映射和匹配，研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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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复杂系统体系框架，研究“三元空间”交互式大规模仿

真技术；研究数字孪生体系总体架构；基于计算社会科学与演化

博弈论，研究社会治理状态演化及应变决策模型，研究数据与知

识融合驱动的社会治理复杂系统演化仿真方法，研究复杂社会系

统结构和信息传播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大数据对上述体系框架

和数字孪生体系总体架构进行推演、验证及调优；研究社会治理

复杂信息系统体系工程设计方法。

考核指标：建立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状态的描述体系，

实现治理目标、治理环境、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治

理运行机制、治理效果等的指标及其关联关系的描述，定量指标

总数不少于 30%；构建社会治理数字孪生体系总体架构，构建面

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社区治理、矛盾纠纷调处等不少于 3

种场景的治理模型，对不少于 3种典型场景治理模型进行数字化

设计；建立社会治理状态演化博弈模型，支持对日常和突发公共

安全事件等不少于 2种情景、对态势演变和治理效果等不少于 2

种要素目标的演化表征和仿真，揭示核心规律的准确性不低于

85%，运用示范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社区治理、矛盾纠

纷调处等不少于 5个场景的治理大数据和知识平行系统及数字孪

生体系总体架构进行推演、迭代、优化；构建面向物理、社会、

信息“三元空间”的社会治理复杂信息系统体系设计方法，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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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论证、架构设计、系统设计、研制实现、仿真验证等全生命

周期，至少提供覆盖 5类活动的流程描述，提供支撑系统体系构

建、韧性架构构建、数据表征与处理、资源管理控制等不少于 5

类设计方法和工具，构建至少 3种“三元空间”实体映射模型，

实体识别精度不低于 75%；申请软件著作权 5项以上、专利 3项

以上，制定行业标准规范 2项以上，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或多民族聚居地区 1~2个城市开展应用示范。

有关说明：该指南方向采用部省联动机制实施，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申报，地

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相关技术方案需得到地

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共同认可，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

机关需为项目成果示范应用提供条件保障。

3.2 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基层社会网格治理，研究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模式；研究人、地、事、物、组织等

社会治理要素的“块数据”标准和要素编码体系；研究多源、动

态、异构、海量社会时空大数据与基层社会网格治理业务数据的

关联、汇聚、融合方法及一体化建模技术；研究重点人员画像和

风险人员危害指数评估技术，建立针对潜在社会危害人员、需帮

扶对象的分类分级管控体系；研究事件统一分拨平台，实现事件



— 210 —

全周期管理；研究社区危险源多参数精准探测与多元泛在感知技

术；研究融合打通现有基层服务应用的一体化中台技术，构建基

层社会网格治理协同中台数据资源模型，研发具有共性协同支撑

能力与共治共用的基层社会网格治理中台，构建基层治理“一网

统管”门户，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机制模型 1套，制定基层

社会网格治理指导性规范 1项，涵盖基层治理多元协同、会商研

判、民主协商等机制；构建基层社会网格治理大数据字典和要素

编码体系，至少涵盖居民、单位法人、房屋等 3类内容，分级层

级不少于 3级，属性涵盖社会属性、法律属性等，涵盖通讯、城

管、卫生、社保、车辆交通、水电气等不少于 10 类基层治理要

素，形成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数据行业标准规范 1 项、“块数据”

行业管理标准规范 1项；构建面向基层社会网格治理时空大数据

的主题数据关联融合规范及方法，实现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时空数据的统一存储模型，支持至少 8个数据源、10种数据

类型的异构融合，数据量大于 500G 时数据一致性 95%以上；构

建至少 7类重点关注人员全息画像模型，画像字段和标签不少于

1000个，构建重点人员分级管控体系和模型，构建高风险人员危

害指数评估模型不少于 5个，实现重点关注人员轨迹识别和分析，

准确率不低于 95%、批量查询响应时间不超过 5秒；构建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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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件分级分类标准规范 1项，涵盖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纠纷、问

题隐患、群众诉求、行政执法、公共服务等类别事件的采集、分

拨、处置、考核标准；研制一体化气体危险源专用高可靠性智能

传感器不少于 2款，可探测气体压力、温度、湿度、组分等参数

不少于 5种，关键参数检测与报警响应时间不超过 5秒，标识定

位精度不大于 3m，稳定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3 个月，可实现危

险源参数的全天候精准状态监测、趋势分析与预警，异常情况检

测准确度 98%以上；研制具有共性支撑能力的基层社会网格治理

中台，支持基于电子地图的核心数据入块上图呈现，共性治理业

务微服务组件不少于 300 个，提供统一门户、人员、事件等态势

展示、信息交互、服务推送、统一信息填报、风险发现、事件处

置等共性业务构建，支持社区重点人员管控、社会危险源管控、

商事主体监管等不少于 20 种典型治理业务模型构建，针对常住

人口千万级超大规模城市的社区治理数据提取展示延时不超过 3

秒、准确率 98%、支持并发查询请求数不少于 100000 条/秒，互

操作和信息加载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2秒，覆盖至少 2个社会治

理主导部门和至少 4个社会治理参与部门，申请不少于 8个软件

著作权、不少于 5个专利，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在 1~2个地区开展示范。

有关说明：该指南方向采用部省联动机制实施，由各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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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申报，地

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其他经费（包括单位出

资及社会渠道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相关技术方

案需得到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共同认可，地方科技主管

部门和政法机关需为项目成果示范应用提供条件保障。

3.3 市域社会治理协同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的市域社会治理多

元主体协同及数据汇聚需求，研究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协同技术，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决策绩效评估模型；研究运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市域社会治理数据安全协同共享技术；研究基于多源感知信

息融合的多类型安全隐患事件的智能发现、自动预警与处置技术；

研究多方力量参与的协同调度机制，研究“数据—模型—案例”

驱动的市域协同治理情景推演和态势研判关键技术，构建市域协

同社会治理一体化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针对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的市域社会治理多

元主体协同需求，构建多元价值和多方利益整合的协同治理范式，

构建协同治理决策绩效评估模型，支持不少于 4种场景的模式和

范式设计及绩效评估，支持从管理规范、运作专业、开放多元、

上下联动等多维度进行建模；针对跨市、区/县行政管理区域、跨

层级、跨业务的市域协同治理场景下数据汇聚、交换共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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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治理数据可信共享智能化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支持对城管、交通、医疗、公共安全等多源异构信息融合，

支持对公民隐私数据、企业机密数据、政府受限公开数据等处理、

脱敏、融合、治理、穿透监管，支持与不少于 3种主流联盟链之

间的跨链协同，实现调用多个智能合约的原子化跨链操作、效率

达到每秒 100笔以上，支持可信执行环境下节点密钥管理和数据

加密存储、确保公平机制，设计并实现不少于 10 项业务系统在

同构或异构链之间的跨链互操作，不少于 3项专利申请，不少于

2项行业标准规范；汇聚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市场监管、安全

生产数据，支持针对不少于 5类安全隐患事件的智能发现、预警，

准确率不低于 95%，响应时间和协同时间分钟级，构建不少于 5

种类型社会治理风险事件指挥调度模型，构建应急指挥决策树，

支持至少 4类状态自动切换，响应时间分钟级、决策有效率不低

于 95%；针对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的市域社会治理业务场景，

构建不少于 10 种业务协同调度模型，构建市域协同社会治理一

体化平台，具备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数据交换共享服务能力，支持

多分支情景推演，可预设 5个以上决策点，支持基础设施、数据、

应用等 5 个以上维度的 10 个以上态势评估指标，具备治理业务

协同处理流程编排，支持快速配置流程规则、定制动态表单，支

持 5种以上接口组件化，所有规则数据的更改，均可在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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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后 30秒内生效，支撑百万级用户并发访问和 PB级数据量的

秒级即席查询能力，并发请求处理数目不小于 10000条/秒，批量

处理的请求数目不小于 50000条/秒，互操作和信息加载服务响应

时间不超过 3秒，支持市域协同治理、应急指挥调度等业务场景

不少于 20 种，申请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5 项、专利不少于 2 项，

面向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城市，在 1~2个城市开展示范。

有关说明：该指南方向采用部省联动机制实施，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申报，地

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其他经费（包括单位出

资及社会渠道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相关技术方

案需得到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共同认可，地方科技主管

部门和政法机关需为项目成果示范应用提供条件保障。

3.4 多元矛盾纠纷成因分析及疏导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城镇化新旧利益冲突、新老业态矛盾等新型

矛盾纠纷突出区域，研究社会矛盾纠纷生成因素、演进进程、规

律辅助分析与智能预测模型，研究社会矛盾纠纷分级分类标准，

揭示社会矛盾发生根源；研究社会矛盾纠纷信息自动归集、同源

纠纷智能研判、智慧疏导技术；研究社交媒体使用与个人心理健

康复杂关系，研究大规模在线心理测评干预和康复技术；研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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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矛盾纠纷分析管控及化解效果评估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基于近 5 年不少于 10 万件社会矛盾纠纷重大案

例，包括医疗事故、金融证券、民间借贷、邻里纠纷、劳务劳资、

山林土地、征地拆迁、房屋宅基地等 10 种以上纠纷类型，其中

“三跨”纠纷即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典型重大纠纷不少于 1

万件，构建矛盾案例要素画像，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分类标准，涵

盖概率、影响、成因要素等不少于 5个典型影响维度；选取统计

排名前 10的社会矛盾纠纷类型进行成因溯源分析，构建不少于 5

类的社会矛盾纠纷演化规律模型，并建立预判标准、干预规范等；

建立多元社会矛盾纠纷知识图谱，涵盖矛盾涉及的成因、实体、

属性、关系、事件、处置预案等，案例不少于 10 万件，图谱实

体数不少于 100 万个、关系不少于 100万个；建立多元社会矛盾

纠纷信息自动归集模型，建立同源纠纷智能研判模型，至少涵盖

医疗事故、借贷、邻里纠纷、劳务劳资、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纠

纷等典型矛盾；构建线上心理援助及自动化干预平台，提供 50

万人次以上心理疏导服务；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多元协同组织

体系、运行机制、业务流程模型，研发多元矛盾纠纷分析管控及

化解效果评估平台 1 套，涵盖不少于 10 万件社会矛盾事件库，

支持多元社会矛盾图谱查询、信息采集、综合分析、预警、干预

建议、处置等功能，申请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5项、发明专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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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项，面向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城市，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原型系统，在不少于 3个区/县验

证应用。

有关说明：该指南方向采用部省联动机制实施，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申报，地

方财政投入与中央财政投入不低于 1:1，其他经费（包括单位出

资及社会渠道等）和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相关技术方

案需得到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政法机关共同认可，地方科技主管

部门和政法机关需为项目成果示范应用提供条件保障。

4. 科学监管关键技术与装备

4.1 金融欺诈及支付受理市场违规侦测与处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金融交易数据的高维、海量、稀疏、失真、

碎片化等挑战，开展金融欺诈交易场景下的特征抽取与交易主体

风险画像构建的智能处理技术研究；针对金融欺诈场景及手段更

新迭代快，样本及行为模式认知难的问题，研究基于小样本、零

样本、不平衡样本数据的欺诈侦测技术、自适应异常检测方法、

基于异构图的异常检测；研究多方安全计算技术，研发跨机构的

金融诈骗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构建金融诈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

系，并开展示范应用； 构建支持风险评估与智能决策的银行卡支

付受理市场交易知识图谱，研究耦合领域下跨领域金融风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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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导模型，研发基于交易图谱的金融欺诈违规行为智能侦测方

法及系统，开展支付受理市场欺诈违规行为智能侦测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针对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交易欺诈场景，研发 PB

级交易规模的数据特征智能处理工具 1套，构建亿级支付用户风

险画像、千万级商户风险画像，提升支付风险防控系统的实时决

策能力；构建针对金融欺诈场景下的小样本、不平衡样本数据的

欺诈异常欺诈侦测分析工具 3套，构建至少 2种大规模图异常检

测模型，针对异常转账欺诈、支付交易欺诈、支付账户伪冒注册、

赌博等交易欺诈行为识别准确率 95%以上，模型预测查询平均延

时在 10 毫秒以内，提升金融支付欺诈交易的实时及准实时风控

处理能力；研制可信的跨行业金融欺诈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1套、

支撑数据联合建模、建模可视化、数据使用合规审计、计费结算

等功能，支持不低于 100 万条记录、100 维特征数据集规模的联

合训练，联合预测服务 TPS 不低于 5000，并在不少于 5家跨行业

机构间开展应用示范，制定跨行业数据开放共享规范 1套；构建

支持风险评估与智能决策的千万级节点、亿级边的支付受理市场

知识图谱，基于支付受理市场交易关联图谱网络研发不少于 3种

欺诈风险感知与智能决策算法模型，具备可解释性，模型的准确

率在 95%以上，模型预测查询平均延时在 10 毫秒以内，构建至

少 2种耦合领域的风险识别模型，构建大规模金融系统风险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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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并在不少于 6家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防控的应用验证。申请

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4项，制定行业标准不

少于 2项。

有关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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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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