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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家用中央空调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家

用中央空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家用中央空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家用中央空调行业

的现状、中国家用中央空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家用中央空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家用中央空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家用中央空调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家用中央空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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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制冷方式和基本构造上类似于大型中央空调。由一台主机通过风管或冷热水管连接多个末端

出风口，将冷暖气送到不同区域，来实现室内空气调节的目的。它结合了大型中央空调的便

利、舒适、高档次以及传统小型分体机的简单灵活等多方面优势，是适用于别墅、公寓、家

庭住宅和各种工业、商业场所的暗藏式空调。 

     家用中央空调的普及，源自于市场大环境的好转。随着技术的进步，家用中央空调的成本

大幅度降低，目前与普通家用空调的价格差异已缩小至30%；家用中央空调是一个小型化的

独立空调系统，只需安装一台主机，在各个房间内安装通风口即可，适合面积超过100平方米

的户型或者复式住宅、别墅。家用中央空调具有功耗低、节能环保等特点，与当前提倡的消

费观念更为吻合。 

     家用空调的种类分为很多种，其中常见的包括挂壁式空调、立柜式空调 、窗式空调和吊顶

式空调。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家用中央空调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我国空调累计产量达20486万台，比上年累计增长10%。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

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当期值(万台)  

1832   1519.8   1356.8   1608.3   1475.3   1718.8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累计值(万台)   20486   18703.1

  17175.5   16011.4   14178.2   12702.5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同比增长(%)   10.6   7.6   -0.4   9.3   -0.4

  3.8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累计增长(%)   10   10.3   10.6   12.9   11.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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