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常见问题
Ø 关于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
1. 这次竞赛将持续多长时间？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自 2018 年 11 月 12 日启动开始，为期两年。暂定将于 2019 年 11 月
前后公布前十名入围团队，同时将向入围团队发放中期奖金（每个团队 20 万美元，10 个团队
共 200 万美元）来帮助他们开发各自的样机。最终获胜团队将于 2020 年 11 月前后公布。更多
相关信息请浏览本网站的“时间表及节点”页面。
2. 谁可以报名参赛？
我们欢迎任何有创意的技术方案。无论您是制冷技术供应商，还是建筑制冷或类似行业的创业
者，或者是全球各地大学和实验室的教授、学生及研究人员，均可以申请参赛。
3. 两个或以上机构可以组团参加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吗？
可以。多个机构可以组成一支团队参赛。部件生产商可以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联合
研发制冷解决方案。但是每支参赛团队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并选出一位团队负责人作为团
队的代表。
4. 一个团队可以提交多个方案吗？
我们只接受每支团队提交一项方案，而且需要由团队负责人提交。如果您想提交其他创意，请
在申请阶段通过另一支团队的负责人提交新的方案。请不要重复提交相同的方案，重复提交的
方案将不会被受理。
5. 我可以通过申请网站为团队账户添加更多成员吗？
您不可以在申请网站上为团队账户添加更多成员。团队负责人可以与团队成员共享其登录信息，
从而让团队的每一名成员都可以通过同一个账户登录网站。如果两支团队合并为一支，需要两
支团队的负责人创建一支新团队并选出一位新的团队负责人报名参赛。
6.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会向其他人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吗？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联盟不会向第三方分享或透露参赛团队的个人信息，除非是出于大赛
相关目的，将其分享给大赛委托代理机构。如果大赛计划使用参赛团队的信息用于品牌传播，
将提前联系团队以获取授权。
7. 如何与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展开合作？
如果您想帮助扩大大奖赛的影响范围，或想直接为团队提供资源和专业支持，或有兴趣成为大
赛赞助商，请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更多相关信息请浏览本网站的“参与合作”页面。
8.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联盟会给参赛团队提供哪些支持？
参赛团队将获得来自全球专家网络的各种技术和非技术领域支持，包括样机开发、商业模式开
发、市场进入策略、商业展示练习与资金筹集等。

9. 大赛奖金总额是多少？
本次大赛的奖金总额为 300 万美元。根据提交的技术方案选出的前十位入围团队将各自获得 20
万美元奖金用于开发两台样机并将其运输到印度。最终获胜团队将获得 100 万美元奖金。

Ø 参赛报名
10. 大奖赛何时开始接受参赛报名？
大奖赛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开始报名，请点击官网的“申请参赛”注册报名参赛。
11. 大奖赛报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2019 年 6 月 30 日是我们接受报名申请的最后一天。之后我们将不再接受新的申请。
12. 参加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需要交纳报名费用吗？
申请及参加本次大奖赛不需要支付费用。
13. 注册后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
注册成功后，参赛团队需要填写并提交《申请参赛意向表》来表明你的参赛意向。参赛团队必
须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或当天提交该申请表。参赛团队注册成功后即可获得该表。

Ø 申请阶段
14.《申请参赛意向表》的作用是什么？
《申请参赛意向表》是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的第一个阶段。该表要求参赛团队提供有关其
团队与制冷方案的相关信息来表明其参与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的意愿。
15. 提交《申请参赛意向表》之外，还要求提交哪些文件？
《申请参赛意向表》不要求提供其他任何文件。参赛团队只需在线提供其团队和参赛制冷解决
方案的相关信息。
16. 可以重复提交《申请参赛意向表》吗？
《申请参赛意向表》只可提交一次。参赛团队可以在表格填写的任意步骤保存或获取上次填写
的内容。不过，表格一旦提交就无法再次编辑，并只能以只读模式展示。
17.《申请参赛意向表》和《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各自的目的是什么？
《申请参赛意向表》不作为评审依据，旨在确认参赛团队的参赛兴趣并初步了解其团队与参赛
制冷技术。而《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则需要参赛团队提供有关其创新制冷技术的详细信息，
并提供详细的原理图、设计计算、技术图纸等，以表明其方案满足评奖标准要求。
《申请技术详
细说明》将接受技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并作为选择前十位入围团队的依据。
18. 参赛团队提交《申请参赛意向表》后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

在提交《申请参赛意向表》后，参赛团队需要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之前提交《申请技术详细说
明表》。
19. 提交《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后会发生什么？
《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提交后，技术评审委员会将依据评奖标准中的各项要求对其进行评估。
如有需要，技术评审委员会将通过大奖赛主办方联系参赛团队提供额外信息。在所有提交的申
请通过评审后，最多 10 名入围团队将进入决赛，获得中期奖金以进行样机的开发。
20. 如果参赛团队的方案未能入围决赛或未能得奖，参赛团队能否要求重新评估参赛方案？
不能，所有参赛方案将由技术评审委员会基于共同的评估标准进行评估，委员会选择前 10 支入
围团队的决定将被视为最终决定，不接受任何上诉或仲裁。

Ø 申请网站
21. 参赛团队的资料会被其他参赛团队看到吗？
在报名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时，默认设置将隐藏参赛团队资料。如果参赛团队希望公开资
料，可以在“设置”页面的“资料隐私”中更改设置。
22. 我可以在申请网站内向其他人发送消息寻求合作吗？
更新资料隐私设置后，参赛团队可选择在名录中公开自己的名字，公开参赛团队可搜索其他公
开参赛团队并向其发送私人消息。
23. 申请网站内的论坛作用是什么？
参赛团队可以在论坛里进行交流。参赛团队可以使用此平台为其寻找其他成员或与其他参与团
队分享新闻。论坛是公开的，但是否使用由您自己决定。

Ø 技术评审
24. 比赛的基准机型是什么？
比赛的基准机型是 1.5 冷吨（TR）、定速、制冷能效比（EER）为 3.5 的分体式空调机。基准机
型使用 R410A 制冷剂，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为 2088。
25. 基准能耗是如何得来的？
按照落基山研究所对印度新德里一套东南朝向 90 平方米的公寓进行的能耗模拟，基准空调机
型的年耗电量为 2969 千瓦时。该能耗模型根据新德里全年温度和湿度的季节性特征建立，要求
基准空调机型将室内干球温度维持在 27 摄氏度以下并维持 60%的相对湿度。
26. 如何能够赢得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评奖标准包含两方面内容：主要标准和补充标准。
“主要标准”包括气
候影响和经济性。
“补充标准”包括比赛在制冷解决方案在制冷剂、用水量、功率、材料和运行

要求等方面需要满足的条件。参赛方案评分将根据气候影响标准和经济性标准的综合评分确定，
这两项标准的得分在综合评分中的权重分别占 71.5%和 28.5%。最后，评审团综合考虑方案基于
主要标准的得分和补充标准的满足情况，决定入围团队。
27. 5X 气候影响力（气候影响减小至 1/5）是什么意思？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中的”5X”表示参赛技术的气候影响必须降低至基准机型的 1/5 以下。
对气候影响的评估会综合考虑电力消耗量和所使用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电量节约
和制冷剂 GWP 的降低在总体气候影响评判中的占比分别为 80%和 20%。
28. 5X 气候影响力标准如何确定？
制冷技术的气候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加权平均值，其中用电量的减少占 80%的权重，制冷剂
GWP 的下降占 20%的权重（与基准值相比）。要实现 5X 气候影响力，需要将综合考虑用电消耗
和制冷剂 GWP 的气候影响在基准值基础上降低 80%。例如，如果一项技术实现了在耗电量基准
值上 75%的节约，并使用了零 GWP 的制冷剂，即比基准值（2088）减少 100%，那么按照 80：
20 的权重比例计算，该技术气候影响下降了 80%，即实现了 5X 气候影响力的目标。
29. 5X 气候影响力标准的分数如何计算？
为了实现 5X 气候影响力，一项制冷技术需要与基准值相比，气候影响总体下降 80%。在基准值
基础上总体降低的百分比将被转换为相应的分数。在基准值基础上降低 0%的技术将得到 0 分。
在基准值基础上降低 100%的技术将得到 100 分。降低幅度在 0%到 100%之间的任意百分比将
按比例被换算为 0-100 的分数。例如，如果一项技术完全利用集成在设备之内的太阳能光伏设
备供电，并且设备体积大小满足要求，同时使用 GWP 值为 0 的制冷剂，则这项技术的气候影响
可以在基准值基础上降低 100%，因此可获得 100 分。如果一项技术能够在耗电量基准值基础上
实现 75%的节约，并使用一种 GWP 值为 0 的制冷剂，即在基准值基础上的下降幅度为 100%，
那么按照 80：20 的权重比例计算，该技术的总体下降百分比为 80%，因此可获得 80 分。
30. 气候影响相比基准值下降 80%是一个绝对要求吗？低于这个要求的技术是否可以参赛？
在本次比赛中，气候影响是两个主要评判标准之一，我们期望所有参赛技术方案的气候影响至
少比基准空调机型下降 80%。
如果入围团队总数不到 10 个，技术评审委员会可能会邀请参赛技术方案满足如下条件的团队
开发样机并进行测试：1）参赛技术方案满足除“气候影响”之外其他所有标准；2）目前参赛
技术方案的气候影响已在基准值基础上实现至少 64%降低；3）参赛技术方案展示出未来能够实
现气候影响降低 80%以上的潜力。
31. 如果参赛团队的技术不能满足 5X 气候影响力评判标准，但可以降低家庭中相关联系统的能
耗（比如降低生活热水的能耗）
，这样的方案是否考虑？
如果参赛团队可以证明其参赛制冷技术能够通过单独设备性能提升和相关联系统能耗降低相结
合的方式实现 5X 气候影响力，技术评审委员会可以考虑该方案满足气候影响力评判标准。在这
种情况下，技术评审委员会将考虑相应的增量气候影响并给予方案合理的额外分数。比赛的最
终排名将根据方案在气候影响评判标准和经济性评判标准上的整体分数决定，从而反映本次比
赛的最终目标，即探索气候影响比当今标准空调机型降低 80%且消费者成本增加不超过 1 倍的

制冷解决方案。
32. 能否利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5X 气候影响力目标？
设备本身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被使用，但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所使用的任何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必须直接集成在制冷设备中。
只有直接用于制冷设备的可再生能源可被用于能源抵消（不包括净计量电量）。
与空调机集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部件不得超出可规模化标准要求的最大尺寸要求。
33. 成本评估标准中的生产规模是什么意思？在这部分标准中，用于评判空调样机生产成本的
产量是多少？
生产规模指的是 10 万台产量，这一规模将被用于技术的前期成本评估。工业工程师专家组将使
用物料清单（BoM）以及《申请技术详细说明书》附带的其他信息，估算生产规模为 10 万台的
材料成本。这一成本再加上标准分销成本和利润，将得出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不含税）。消费者
购买成本应不超过基准机型购买成本的 2 倍。
34. 成本评估标准是否考虑地方财政补贴或政策奖励机制，如折扣、返利、规模采购或账单融
资等？
不考虑。成本评估将不考虑市场中的任何融资机制或奖励政策。我们的评估完全由第三方独立
的工业工程师专家组根据物料清单和参赛方案中的其他相关信息完成。
35. 成本不超过基准机型的 2 倍是一个绝对要求吗？低于这个要求的技术是否一定会被淘汰？
在本次比赛中，经济性是两个主要评判标准之一，我们期望所有参赛技术方案在 10 万台生产规
模下的单机成本不超过基准机型成本的 2 倍。
如果参赛技术无法达到评估生产规模下的 2 倍成本要求，但参赛团队可以证明其技术能够降低
相关联系统成本，技术评审委员会可能会考虑该方案满足经济性评判标准并认可其相关成本节
约。比赛的最终排名将根据方案在气候影响评判标准和经济性评判标准上的整体分数决定，从
而反映本次比赛的最终目标，即探索气候影响比当今标准空调机型降低 80%且购买成本不超过
原来 2 倍的制冷解决方案。
36. 如果一项技术不满足某些 “补充标准” ，是否表示它不具备参赛资格？
满足各项“补充标准”，包括功耗、用水、排放、材料、制冷剂、可规模化及操作性是我们对所
有参赛方案的期望。
在评审《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的过程中，如果参赛技术未满足一项或多项补充标准，技术评
审委员会将视情况而定。
同样，在测试阶段，如果参赛技术未能满足一项或多项其他标准，技术评审委员会将视情况决
定该参赛方案是否有资格参与最终展示。
37. 如果参赛方案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评选是否允许任何直接排放？
参赛方案不允许包括任何场内化石燃料的使用。分布式燃烧源不但会对住宅造成安全隐患，并

且不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上网比例及降低电网排放强度。
38. 创新制冷技术需要完善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参赛？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的目标是支持获胜技术在全球市场的规模化推广。最多将有 10 个团
队入围，每个团队需要开发和生产 2 台样机并在印度接受测试。10 个入围团队将在 2019 年 11
月前后得到通知并需要在 2020 年 5 月交付 2 台可完全运行的样机接受实地测试。也就是说，
在这一阶段，候选技术至少需要达到技术成熟度（TRL） 6 级技术标准（样机系统完成在预期环
境下的测试并达到预期性能）。在 2020 年成功完成实地测试后，这些技术应达到 7 级技术标准
（示范系统在预期环境下完成试运行）。
技术评审委员会希望参赛团队能够在 2019 年 8 月提交《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时证明他们的
技术能够在 2020 年 5 月达到实地测试标准。委员会希望所有入围团队做好所需技术准备，以
在 2020 年 5 月前开发和生产 2 台样机，从而继续参与下一步评审。
39.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由谁担任评委？
技术评审委员会将作为大奖赛的评委，并负责制定技术标准、审查方案以及评选入围团队和最
终获奖方案。技术评审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都将被视为最终决定，不接受任何上诉或仲裁。

Ø 评分方法
40. 我应该如何预估我的制冷解决方案在比赛中的总得分？
我们开发了得分计算工具来帮助参赛团队评估他们的技术的气候影响，并根据大奖赛技术标准
估算他们的制冷解决方案的得分。请点击以下链接下载得分计算工具。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YYC2ZjjfGmfDjbnSuKr5uf8g6sAr_3deD1wQBbmXQ/edit#gid=1355603598

Ø 样机测试
41. 如果我的《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被选为候选方案会怎样？
基于技术评审委员会对《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的评估，参赛团队一旦入围，将获得最高达 20
万美元的中期奖金来支持开发和生产 2 台样机。接着，参赛团队需要在 2020 年 5 月将两台样
机运送至印度的特定地点参加比赛的测试阶段。测试将在 2020 年 5 月至 9 月间进行，共包括 3
个不同测试阶段：印度季节性制冷能效比（ISEER）测试、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和实地测试。
在三个阶段中，参赛者都需要根据比赛的评奖标准证明其样机的性能。
42.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的测试阶段包含哪三个阶段？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测试将通过三个不同阶段对制冷技术的样机性能进行测试：印度季节
性制冷能效比（ISEER）测试、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和实地测试。在所有三个阶段中，参赛
团队都需要根据比赛的评奖标准证明其样机的性能。

43. 入围团队将会有多长时间来开发样机？
根据《申请技术详细说明表》选出的 10 支入围团队将各自得到 20 万美元中期奖金用于开发两
台样机。参赛团队约有 6 个月的时间来开发这两台样机。两台样机需要在 2020 年 5 月之前交
付到位于印度的指定地点。
44. 气候影响标准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得到评估？实地测试还是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
5X 气候影响力标准要求制冷技术通过降低电网电量消耗和使用 GWP 值更低的制冷剂来将其气
候影响降低至基准机型的五分之一。要在比赛中胜出，进入测试阶段的入围团队应在印度季节
性制冷能效比（ISEER）测试、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和实地测试这三个测试阶段中均满足气
候影响标准的要求。在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中，样机将需要连续运行 10 天，根据每天的表
现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推测其全年的性能状况。耗电量减少将在每个测试阶段末根据基准机型
和样机的性能之差进行计算。总之，气候影响的降低将根据参赛技术与基准空调机型在这些测
试阶段中气候影响的实际差值进行计算。
45. 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是在某一特定日期的完整 24 小时内完成的测试吗？
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是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的三个测试阶段之一，将在印度艾哈迈达
巴德的 CEPT 大学进行。这一阶段的测试包括最多 12 天的测试内容，其中每台参赛样机将以运
行模式在印度典型天气下完整运行 10 天，其中不包括不同测试天气之间的过渡和适应时间，并
根据样机每天的表现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推测其全年的性能状况。测试中将模拟从温和到极端
的各种印度典型天气状况。我们提供了这 10 天中每天 24 小时的具体天气状况，包括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和太阳总辐射（GHI）。点击以下链接下载这 10 天的具体天气状况。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0IaHdMX95eI6kMOrIQTPgaieVFMic5wkifyOvUGQhE/edit#gid=343139063
46. 实验室模拟全年性能测试是否会模拟太阳能或风能来测试需要运用可再生能源的制冷技术
的性能？

实验室测试团队将为内置可再生能源（如光伏、太阳热能或风能）应用部件的机型模拟可再生
能源，包括电力、热力或空气运动。模拟能源输出将在可行情况下根据测试天气状况和标准部
件效率或其他测试数据（由技术评审委员会决定）进行计算。可再生能源组件的性能将在实地
测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
47. 在实地测试期间，参赛技术是否都将在相似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测试？
是的，所有候选技术与基准机型都将安装于相同条件的公寓中，在相同时间段接受测试，以确
保测试期间相似的天气条件。
48. 参赛团队怎样确保样机在测试期间得到了正确的安装和调试？
在实验室及实地测试期间，入围团队可以派出代表来支持测试团队安装样机，以确保其得到正
确安装。调试完成后，入围团队不能以任何形式参与样机的操作或维护。
49.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组织方是否报销参赛团队差旅成本？

不报销，入围团队自行承担在测试期间的差旅及其他成本。

Ø 知识产权
50.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GCP）参赛团队将涉及到技术和设计的创新，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
（IP）应得到妥善保护。GCP 将通过以下措施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 所有参赛团队应全权负责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 我们鼓励所有参赛团队由专利律师审查各自的参赛方案以申请专利。如果参赛团队还没
有获得专利，则至少应该在印度或其原籍国提交临时专利申请，以在 12 个月的比赛期
间保护其知识产权，然后向有关专利局提交正式申请。
• 参赛团队应了解，他们向 GCP 提交的参赛方案如包含创新的技术细节，可能构成其发明
/设计的公开披露，从而有可能影响后续专利/设计权的保护。因此，参赛团队有必要了
解其中的风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向大赛提交方案时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 所有有权接触参赛技术方案和计划的委员会或理事会成员以及第三方机构均必须签署
并执行保密协议。
• 大奖赛工作组不就收到的任何方案的保密性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并且不承担保护参赛
团队知识产权的任何责任。
• 大奖赛不会直接向参赛团队提供知识产权建议，但将为每个参赛团队推荐一名印度专利
律师并在 2019 年 4 月举办一次关于知识产权的网络研讨会。
• 获得中期奖金的入围团队，如果尚未获得临时专利申请或授予专利，也将被要求与大奖
赛签署豁免协议，以免除大奖赛成员对通过实际测试过程导致的技术的进一步披露负有
任何责任。
如需了解更多知识产权相关信息，请前往官网进行查询。
51. 入围团队可以在印度申请专利方面获取哪些帮助？
入围团队将与一位印度知识专业律师进行一次一对一保密电话咨询，咨询时长最多 60 分钟。与
所有其他参赛团队一样，入围团队应全权负责保护其知识产权，如遇到相关问题，建议各参赛
团队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