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蓝天制造者”：

自 2015 年发起首届“创蓝奖”清洁空气技术评选活动以来，评选吸引了来自 22 个国
家的超过 300 项技术申报。通过客观、专业的技术评估与奖项评选，共甄选出了先进空气
质量及污染源监测、柴油机污染防治、VOCs 污染防治、非电燃煤污染防治、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控制以及室内空气净化 6 大技术领域的 30 个技术项目获得“创蓝奖”的荣誉。
通过创蓝的加速与推广平台，获奖技术得到了与地方环保部门、企业及投资机构进行
交流和对接的机会，并在合作城市进行技术展示。在年度“创蓝”大会上，获奖技术代表还
能与国内外权威专家直接交流，并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宣传支持，扩大技术在全球范围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2020 年，“创蓝奖”持续面向中外的合作伙伴与技术企业发出征集，诚邀您参与第六
届“创蓝奖”国际清洁空气技术评选。让我们一起推动应用突破性的清洁空气技术，缔造蓝
天！

申请方式：
请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将报名申请表以及技术信息表提交到：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
联系人：何新
邮箱：bluetech@iccs.org.cn
电话：
（86）10－65155838-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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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蓝奖”评选介绍
奖项名称：清洁空气技术“创蓝奖”（Bluetech Award）

获奖权益：

参评资格：

1. 获得“创蓝奖”奖牌；

清洁空气技术的拥有者或技术有效持有方
（企业或个人）
，

2. 获得“创蓝奖”颁奖现场及专属展位；
3. 获得 “创蓝”国际清洁空气技术大会现
场展示机会；

活动流程：

申请启动

4. 参加多地举办的“创蓝”巡展以及技术
和需求对接机会；
5. 有机会得到技术示范、专利布局、投融
资等“创蓝”加速平台的系统支持，在
中国市场加速发展；

技术征集

6. 录入《“创蓝”清洁空气技术手册》及
技术示范平台数据库，并通过主办方线
上、线下平台以及合作媒体进行全方位
宣传。

评奖阶段

颁奖与展示

征集技术领域：
⚫

柴油机减排技术

⚫

非电燃煤污染防治技术

⚫

VOCs 替代与污染防治技术

⚫

室内空气污染净化技术

⚫

先进空气质量及污染源监测技术

⚫

创新垃圾焚烧污染防治及替代技术

地方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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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奖：
“创蓝未来独角兽”评选
“独角兽公司”通常是指那些估值达到 10 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创蓝未来独角兽”
的目的是通过评选，识别在清洁技术领域的潜在“独角兽”
，并通过“创蓝”加速资源的支
持，对这些优秀的企业或团队进行培养、加速，使其成长为“未来巨头”。
我们欢迎所有拥有清洁空气技术的理念或发明的企业和团队参赛。参赛者需拥有创新
的技术、产品或理念、商业模式，并且有意愿将参赛的项目进行实际的应用，与我们一起，
共同应对中国以及全球的空气污染。参赛团队的创业领域须符合以下领域（任意一个即可）：
⚫

末端空气污染控制技术；

⚫

清洁交通和新能源车/船/飞机；

⚫

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

储能与能源管理；

⚫

监测和数据管理；

⚫

室内空气净化与防护；

⚫

以及其他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有强大潜力的技术。

评选标准：
⚫

技术与产品的创新水平；

⚫

商业模式与商业可行性；

⚫

创始者与创业团队；

⚫

重现蓝天，塑造更清洁未来的潜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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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蓝奖”评选技术领域介绍
领域 1：柴油机减排技术（油品质量改善、清洁能源替代、燃烧过程优化、后处理技术等）
2016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95 亿辆，排放污染物总量 4472.5 万吨。机动车尾气
排放在北、上、广、深等我国大中型城市的“三高”现象（高增长率，高使用率，高密度）
没有变化，污染物排放占比持续上升。而柴油机动车在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柴油车排放的
NOx 占了汽车排放总量的约 70%，颗粒物的排放贡献超过了 90%。控制柴油机动车污染排放
对减少中国机动车排放总量十分重要。此外，非道路移动源（船舶、港口机械、农用机械和
工程机械等）数量十分可观且污染排放问题也十分严重，特别是对 NOx 和颗粒物的排放上。
上海、深圳等重点省市也已经开始着手利用 LNG 等新燃料、安装 DPF 等手段控制和治理非
道路移动源。因此，我们将柴油机污染控制技术选定为技术征集领域之一。

➢
➢
➢

本届评选关注的柴油机污染控制领域类别包括但不限于：
柴油机前处理技术，如油品改善技术，LNG 等清洁能源替代技术等；
柴油机燃烧过程优化技术，如燃油喷射系统优化技术，排气再循环(EGR)等；
柴油机后处理技术，如氧化催化器(Diesel Oxidant Catalyst, DOC)，颗粒氧化型催化器
(Particulate Oxidation Catalyst, POC)，选择性催化还原器(Selective Catalytic Reaction, SCR)，
柴油颗粒过滤器(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 DPF)等。

领域 2：非电燃煤污染防治技术（清洁能源替代、余热回收、清洁炉灶等）
煤炭，我国主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60%以上，燃煤污染也成为了我国的主要
污染因素。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煤电污染治理工作进展迅速，各地的燃煤电厂低排和近零排
放改造也陆续提上议事日程。然而非电燃煤对空气污染的贡献也不容小觑，京津冀三地的
PM2.5 源解析表明，在本地污染源中，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的燃煤贡献率都接近或超
过了 1/4。2017 年政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完
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 300 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
《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明确提出要求，到 2021 年，“2+26”重点城市和北
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要分别达到 100%和 70%，联盟也在持续征集该领域的优秀技术支持地方环
保部门及需求机构的技术措施落地工作。因此，我们将非电燃煤污染治理技术选定为技术征
集领域之一。

➢
➢
➢

本届评选关注的非电燃煤污染治理技术类别包括：
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
创新供热技术，如工业余热供暖等；
其他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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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3：VOCs 替代与污染防治技术
可挥发性有机物（VOCs）作为臭氧和 PM2.5 的重要前体物，是我国当前区域型复合型
空气污染的主要贡献者之一。VOCs 以及其所形成的二次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部分 VOCs 还有基因毒性和致癌性。随着我国灰霾防治政策更新的加速，VOCs 防治将升级成
为“十三五”空气污染防治的关键，并提出了量化减排要求。如在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的通知》中，要求包括包装印刷行业在内
的 11 个重点行业在 2018 年在 2015 年 VOCs 排放总量基础上削减 330 万吨以上。因此，响
应我国对 VOCs 治理技术的持续需求，我们将该技术领域设定为本届创蓝奖重点征集技术领
域之一。

➢
➢
➢
➢

本届评选关注的 VOCs 污染监测和防治领域的技术类别包括：
VOCs 替代技术，如低 VOCs 涂料，低 VOCs 溶剂等；
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相关技术，如泄漏检测技术，泄漏修复技术等；
VOCs 末端污染控制技术，如 VOCs 回收技术，VOCs 销毁技术等；
其它新型 VOCs 污染控制技术。

领域 4：室内空气污染净化技术
室内空间是现代人的主要工作生活处所，特别对于城市人群，约 70%的时间在室内度
过，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然而，室外空气污染的持续向内传输和室内 VOC
等污染源的存在所造成的复合型污染往往使室内空气质量甚至低于户外。随着人们对空气污
染的认识和防护意识的日益提高，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空气净化也越来越被关注。因
此，我们选择了室内空气净化技术作为本次评选关注的领域之一。

➢
➢

本届评选关注的室内空气净化技术主要包括以下技术类别：
中央空调净化技术，如新风系统净化技术；
独立室内净化技术，如家用空气净化器、车载空气净化器等。

领域 5：先进空气质量及污染源监测技术
为了能够有效地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要更准确的掌握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特征，
并对主要污染源的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的控制。先进监测技术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环
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环境规划、及污染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政府报
告中也对对所有重点工业污染源，提出开始实行 24 小时在线监控的要求。因此，我们选择
了先进空气质量及污染源监测技术作为本次评选关注的领域之一。

➢
➢
➢

本次评选的超低排放控制技术主要包括以下技术类别：
空气质量监测及智能控制技术；
污染源监测技术：如 VOCs 在线监测技术，便携式监测技术等；
其它先进监测技术，如扬尘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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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6：创新垃圾焚烧污染防治及替代技术
全世界每年产生 4.9 亿吨垃圾，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 1.5 亿吨城市垃圾。中国城市
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 70 亿吨。在城市化进程中，垃圾作为城市代谢的产物曾经是
城市发展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城市均有过垃圾围城的局面。而如今，垃圾被认为是最具
开发潜力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中国垃圾处理行业起步
晚，但我国垃圾处理产业已经从导入期进入到成长期，垃圾处理市场容量有了显著增加。
垃圾焚烧是一种有效的处理垃圾的方法，根据规划，到“十三五”末期，垃圾焚烧发电
装机容量需达到 750 万千瓦。然而垃圾焚烧一旦控制管理不当，反而会对空气质量产生
较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们将创新垃圾焚烧污染防治及替代技术选定为技术征
集领域之一。

➢
➢
➢
➢
➢

本届评选关注的创新垃圾焚烧污染防治及替代技术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垃圾焚烧技术如高效稳定的焚烧炉；
酸性气体及重金属控制技术，如半干法与布袋除尘组合烟气净化技术；
二噁英控制技术，如相关炉内温度控制技术、炉外净化技术；
其他垃圾焚烧相关污染控制技术，如渗沥液控制技术、灰渣治理技术、恶臭控制技
术等；
其他垃圾焚烧替代技术如垃圾厌氧发酵技术、垃圾堆肥技术等。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