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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家用中央空调（又称为家庭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是一个小型化的独立空调系统。区

别于传统的大型楼宇空调以及家用分体机，家用中央空调将室内空调负荷集中处理，产生的

冷(热)量是通过一定的介质输送到空调房间，实现室内空气调节的目的。根据家用中央空调

冷(热)负荷输送介质的不同可将家用中央空调分为风管系统、冷(热)水系统、冷媒系统三种类

型。

     中央空调是由一台主机通过风道或冷媒管接接多个末端设备的方式来控制不同的房间以达

到室内空气调节目的的设备。采用风管送风方式，用一台主机即可控制多个不同房间并且可

引入新风，预防空调病的发生。家用中央空调的最突出特点是产生舒适的居住环境，其次从

审美观点和最佳空间利用上考虑，使用家用中央空调使室内装饰更灵活，更容易实现各种装

饰效果，即使您不喜欢原来的装饰，重新装修，原来的中央空调系统稍微改变即可与新的装

修和谐一致。因此称家用中央空调为一步到位、永不落后的选择。家用中央空调（或称户式

中央空调、单元式可调中央空调）是指由一个室外机产生冷（热）源进而向各个房间供冷（

热）的空调，它是属于（小型）商用空调的一种。家用中央空调分为风系统和水系统两种。

风系统由室外机、室内主机、送风管道以及各个房间的风口和调节阀等组成；水系统由室外

机、水管道、循环水泵及各个室内的末端（风机盘管、明装等）组成。

     家用中央空调技术含量高，拥有单独计费、停电补偿等优越性能，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安装

，可实现美观典雅和舒适卫生的和谐统一，是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潮流和趋向。

     与普通分体式空调相比较，家用中央空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节能上说家用中央空

调直流变频的基本能效都在国家一级以上，隐藏式风管机能效比基本都在二级以上）它们内

机有 拥有嵌入式、卡式、吊顶内隐藏式 落地式等十几种样式，每种样式又有许多型号相对应

，送风方式可供选择的方案要多达数百种。这就给用户提供了很多选择机会。它还有许多与

室内装修相配的装修方案供用户选择，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市场监测及发展战略

咨询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

着分析了中国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家用中央空调（

户式中央空调）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

调）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家用中央空调（户式中央空调）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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