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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评估分析及发展趋势调查研究报告》介绍

了中央空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中央空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的现状、

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中央空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中央空

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中央空调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央空调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空调分为单冷空调和冷暖两用空调，工作原理是一样的，空调以前大多一般使用的制冷剂

是氟利昂。 氟利昂的特性是：由气态变为液态时，释放大量的热量。而由液态转变为气态时

，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即先吸热气化再液化放热）空调就是据此原理而设计的。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评估分析及发展趋势调查研究报告》表

明：2016年我国房间空气调节器销售量达15994.4万台，库存累计增长3.9%。       指标   2016年

第四季度   2016年第三季度   2016年第二季度   2016年第一季度       房间空气调节器销售量_累计

值(万台)   15994.4   12083.8   8373.1   3826.2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销率_累计值(%)   99.7   99.3   99.7

  102.5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销率比上年同期增减(百分点)   5.1   1.8   3.5   9.4       房间空气调节器

期末库存比年初增减(%)   3.9   6.4   2.9   -7.1     

第一章 中央空调系统基本概况 

　　第一节 中央空调概述 

　　　　一、主要组成设备 

　　　　二、中央空调系统优点 

　　　　三、中央空调工作原理 

　　第二节 户式中央空调的分类 

　　　　一、风管机 

　　　　二、一拖多机组 

　　　　三、冷热水机 

　　第三节 户式中央空调的工作原理 

　　　　一、冷(热)水机组的基本工作过程 

　　　　二、风管(道)式机组的基本工作过程 

　　　　三、变频一拖多机组的基本工作过程 

　　第四节 商用中央空调系统 

　　　　 



第二章 2014-2016年世界空调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全球空调市场发展分析 

　　　　一、全球空调市场发展现状特点分析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空调市场影响 

　　　　三、未来全球空调市场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空调市场发展概述 

　　　　一、天气对空调销售影响 

　　　　二、空调市场热点分析 

　　　　三、空调行业库存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空调市场形势分析 

　　　　一、空调市场价格变化分析 

　　　　二、空调品牌动向分析 

　　　　三、空调新品分析 

　　　　 

第三章 2014-2016年世界中央空调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世界中央空调产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中央空调设备的现状和发展 

　　　　二、世界中央空调排名分析 

　　　　三、世界中央空调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中央空调产业运行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德国 

　　　　四、英国 

　　第三节 2017-2022年世界中央空调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政策分析 



　　　　一、国家家用中央空调政策 

　　　　二、中央空调治理政策 

　　　　三、中央空调节能标准 

　　　　四、《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产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中央空调行业总体特征 

　　　　二、我国中央空调市场发展态势 

　　　　三、中央空调市场民族品牌趁势崛起 

　　　　四、我国中央空调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五、我国中央空调产业亟待整合升级 

　　第二节 2014-2016年家用中央空调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家用中央空调市场格局逐步明朗 

　　　　二、家用中央空调优势明显 

　　　　三、家用中央空调潜在需求巨大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六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知名品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海尔中央空调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一、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需求量分析 

　　　　二、海尔R410a家庭中央空调热销欧盟 

　　　　三、海尔商用中央空调全面进驻越南市场 

　　第二节 2014-2016年美的中央空调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一、美的中央空调畅销咸宁 

　　　　二、美的中央空调助力蓝天工程开辟电力市场 

　　　　三、美的公布三年发展规划 

　　　　四、美的中央空调再度牵手东芝开利深化合作 

　　　　五、美的电器：成长与整合铸就快速发展 

　　　　六、美的中央空调成行业节 能先锋 

　　第三节 2014-2016年格力中央空调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一、格力中央空调市场的转型 

　　　　二、格力推出1000多品种：抢占中央空调市场份额 

　　　　三、格力电器市场领先地位得到强化 

　　　　四、格力中央空调发力湖南市场 

　　　　五、格力中央空调技术领先 

　　第四节 春兰风管式中央空调旺销海外市场 

　　　　 

第七章 2014-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4-2016年中国制冷、空调设备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产量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4-2015年全国空气调节器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6年全国及主要省份空气调节器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6年空气调节器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九章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14-2016年中国空气调节器，装有电扇及调温、调湿装置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十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央空调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一、价格分析 

　　　　二、品牌倾向 

　　　　三、售后服务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消费区域分析 

　　　　一、百货商场 

　　　　二、写字楼 

　　　　三、洒店饭店 

　　　　四、家庭/别墅 

　　　　五、医院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总体竞争现状分析 

　　　　一、技术竞争分析 

　　　　二、代理竞争分析 

　　　　三、服务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产业竞争集中度分析 

　　　　一、中央空调生产企业集中地区分布 

　　　　二、中央空调市场集中分析 

　　　　三、空调产量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中央空调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二、中央空调售后服务差异化竞争手段分析 

　　　　 

第十二章 2014-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格兰仕(中山)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节 略&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品牌技术发展趋势 

　　　　二、市场需求趋势分析 

　　　　三、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业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中央空调行业现状分析 

　　　　二、中央空调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三、中央空调产量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四章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行业前景调研机会与风险预警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投资环境分析 

　　　　一、太阳能空调前景广阔 

　　　　二、加湿功能将成空调发展趋势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投资机会分析 

　　　　一、市场需求机会分析 

　　　　二、户式中央空调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中央空调投资前景预警 

　　　　一、行业竞争风险预警 

　　　　二、技术风险预警 

　　　　三、环保风险 

　　　　四、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 中心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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