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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行业的现状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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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我国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行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中央空调通

风系统清洗行业在初步形成之中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在我国有着诱人的前景 ,但中央空调通风

系统清洗市场规模的真正形成还需政府、公司和业主等多方的共同努力。目前中央空调清洗

还没有行业协会 ,也缺乏相应的行业认证和规范管理制度 ,市场运行很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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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空调通风系统在日常

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空调已走进千家万

户 ,尤其是建筑物中央空调的应用正在呈迅速增长之

势。中央空调系统主宰着楼宇中的空气新陈代谢 ,被

称为“建筑物之肺 ”。2002年冬至 2003年春 ,在广

州、北京、山西、河北、内蒙古、天津等省市和一些周边

国家相继遭受了“非典 ”的侵袭。进入 2004年以来 ,

我国不但又出现了数名“非典 "病例 ,而且有十余省

份遭受禽流感侵袭。“非典 ”和“禽流感 "这些呼吸道

传染病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传播 ,引起了人们对中央

空调健康和安全的关注。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 ,目前绿色建筑 ( Green Building)、可持续建

筑 ( Sustainable Buiding)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对建

筑的环保和节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 ,也更加注重建

筑的健康要求 ,其中室内空气质量是健康建筑的主要

方面之一。

2003年 5月 23日 ,北京工业大学马重芳教授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在非典肆虐情况下 ,我国应

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央空调清洗的国家标准 "的建

议 [ 1 ]。此项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5月 26日

上午 ,他们就接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通知 :我国政府

决定立即制定此项标准 ,并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此项

国标制度。经过标准起草组紧张的工作 ,用一个月左

右的时间完成了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 , 6月 30日 ,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就正式颁布了《空调通风

系统清洗规范 》GB1920—2003的国家标准 [ 2 ]。与此

同时 ,卫生部也于 2003年 8月 19日发布了《公共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建设部也正在制

定《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 》。这些标准的制定

为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技术的实施提供了技术规

范 ,它对于催生和规范我国的中央空调清洗行业 ,维

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推动我国空调事业的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2004年 2～4月 ,卫生部组织各地

对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进行了抽检。

全国共抽检了 60多个城市具备集中空调设施的 937

家公共场所 ,抽检内容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风管 ,

检测指标为空调风管积尘量、积尘中细菌含量和真菌

含量。根据相关国家标准 ,属于严重污染的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有 441家 ,占抽检总数的 4711% ,中等污染

438家 ,占抽检总数 4617% ,合格的 58家 ,占抽检总

数 612%
[ 3 ]。

所有这些都使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空

调风道污染的严重性和进行空调清洗的必要性。许

多国内外的公司也逐步看到了这一行业的市场前景 ,

纷纷加入中央空调清洗这一业务 ,国内中央空调清洗

的行业在初步形成之中。但由于目前许多业主对我

国中央空调清洗的市场现状缺乏正确的认识 ,因此在

我国中央空调清洗市场的形成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为此 ,本文对我国中央空调清洗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分析 ,以使更多人了解这一市场的现状和问

题 ,从而促进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1　目前国内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

行业状况

1. 1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行业显露诱人前景

美国肺病协会估计 ,人们 90%的时间是呆在室

内的。有些情况下室内空气污染程度可比室外空气

严重 20～50倍 ,室内环境状况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

身体的健康与否。非典时期 ,中央空调由于“可能是

细菌孳生的温床 "而备受质疑。非典过后 ,人们前所

未有地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否健康 ,住宅健康产业

概念骤然升温。于是空调清洗这一新行业应运而生。

空调清洗可广泛用于宾馆饭店、影剧院、写字楼、

医院、商场、学校和高科技厂房车间等公共场所的中

央空调和住宅空调等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国外从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就开始重视中央空调

的风道清洗 ,到 20世纪 90年代就已发展成一个巨大

的产业 ,美国有近 400家公司 ,日本有近百家公司、欧

洲也有数百家公司从事中央空调的清洗服务。由于

空调清洗不仅可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同时还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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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和延长空调系统的使用寿命 ,因此空调清洗在国

外颇受用户的欢迎。据统计 ,美国现有 7 000多万套

居民住房和 450多万座商用 (公用 )建筑中全部采用

中央空调 ,这一庞大的市场使空调清洗业在服务社会

的同时 ,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据有关部门统计 ,仅北京一个城市 ,在册公共设

施配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就有 1 800多家 ,加上未统计

进去的 5 000～7 000家 ,北京市目前安装中央空调的

单位就近 9千家 ,且每年以 10%以上的速度递增 ,据

初步估计 ,仅北京市的中央空调清洗市场的营业额就

有 5亿元人民币以上。目前全国公共建筑面积 45亿

平方米 ,其中装有中央空调的公共建筑就有 5～6亿

平方米 ,全国中央空调清洗的潜在市场在 20亿元以

上。随着北京 2008奥运会的到来 ,各地的酒店、写字

楼、商场和高档住宅建设不断升温 ,空调清洗业面临

巨大商机。例如 :上海市在新建的全装修的居民住宅

中大力推广中央空调 ,据有关部门预测 ,到 2010年上

海新建住宅中安装中央空调的比例将达到 30%。而

上海最早一批中央空调已运行了 20年 ,而且基本上

从未彻底清洗过。

1. 2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设备已实现国产化

中央空调风道清洗不同于一般的清洗工程 ,通常

采用机械清洗方法。要实行中央空调的风道的清洗 ,

需要一套专门的机械设备 ,包括风道监测机器人、风

道清扫机器人、风道清洗专用抽吸集尘设备、风道吹

扫喷雾设备、气堵。2003年以前 ,我国还不能生产这

种设备 ,清洗检测设备均需进口。但国外引进的设备

成本一般比较高 ,例如一套带高清晰摄像头的管道检

测机器人系统动辄几十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我国

已有一些公司实现了空调风道清洗设备的国产化 ,已

成功研制出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所需的全套设备 ,

包括空调风道检测机器人、空调风道清洗机器人、风

道清洗专用集尘机、风道吹扫系统、风道喷雾系统、气

堵等 ,其成本不足国外 15% ,并已取得了良好的应用

实例。

1. 3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行业规模格局的形成要待

以时日

中央空调清洗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具体实施也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国外从 20世纪 40～50年代

开始普遍使用空调 ,直到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重

视中央空调的风道清洗 ,直到 1990年前后中央空调

清洗才得以普遍实施 ,并建立了相应行业及国家标

准 ,先后经历了大约 40～50年的时间。相对于国外 ,

我国中央空调的应用要晚很多年 ,从 20世纪 80年代

我国才开始普遍使用中央空调 ,空调清洗行业的形成

及空调清洗的具体实施 ,也自然待以时日。但这一行

业的形成及清洗的普遍执行则是毋容质疑的。

虽然自 2003年“非典 ”以后 ,我国公众开始关注

中央空调系统的安全卫生 ,但大多数公共场所的业主

还是不愿意主动掏钱来清洗中央空调系统。虽然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GB19210—2003和《公共

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分别在 2003年 6

月和 2003年 8月已经出台 ,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执法

机构 ,使得标准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公共场所中央空

调的卫生情况即使不能达到规范要求 ,也没有相应的

处罚措施 ,因此也造成了业主缺乏中央空调定期清洗

的积极性。

目前很多单位已经将主机和水循环系统的清洗

纳入正常财务预算 ,定期进行清洗和消毒 ,但是对中

央空调通风管道的清洗就相对轻视 ,目前还没有纳入

正常的财务预算 ,这样就造成许多国有单位想进行中

央空调的清洗 ,但国家没有这笔预算 ,无法支付中央

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费用。

国外中央空调的定期清洗能够得以普遍实施 ,保

险公司起了很大作用。国外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 ,如

果室内空气质量不好 ,公民就容易患病 ,因此保险公

司就得多出钱。因此国外的保险公司要求业主们必

须进行中央空调的定期检查和清洗。而我国的医疗

保险大多还是由社保中心负责 ,与保险公司无关 ,因

此保险公司也就没有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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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中央空调定期清洗的

普遍实施 ,还受众多因素的制约 ,还需政府、业主、公

司等多方努力才能实现。

1. 4　目前空调清洗行业运行很不规范

“非典”过后 ,各商家纷纷推出空调清洗服务 ,空

调清洗公司诞生如雨后春笋。但这里边具备空调清

洗专业技术水平的公司寥寥无几 ,普遍尚不具备空调

清洗专业技术和设备。由于缺乏系统的行业认证和

资质鉴定 ,使得空调清洗行业看上去门槛很低 ,空调

清洗公司良莠不齐。清洗市场不规范 ,存在一些无序

混乱的竞争现象。例如 :有的公司设备简陋 ,工人培

训不足或根本没有经过培训 ,根本不具备行业从业资

格 ,也参与进来 ,利用低成本拉拢客户承接工程 ,在行

业里形成恶性竞争。空调清洗行业要进入规范化标

准化的轨道 ,要求有系统完善的国家规范标准体系 ,

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 ,以及行业内部协会

组织的导向作用。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在短时期内

能够完成的。

　2　目前行业存在的问题

2. 1　没有完整系统的行政管理规范和市场规范制

度

2003年 6月 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正式发布了《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 GB19210—

2003) ,此标准参照了美国国家风管清洗协会行业标

准《暖通空调系统的评估、清洗和修复 》(ACR2002)

和《日本风道清扫协会的技术标准 》( 1990版 ) ,对通

风与空调系统中的风管系统清洁程度的检查、工程环

境控制、清洗方法、清洗后的修复与更换、工程监控和

清洗效果的检验有了明确细致的规定 ,该标准为国内

空调清洗行业第一规范。同年 8月 19日 ,卫生部颁

布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卫生规范 》,进一步对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管理提出了要求。

另外 ,还有一些相关标准 :《通风与空调施工及验收

规范 》( GBJ50243—2003)、《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

物卫生标准 》( GB /T17905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 GB /T18883)。以上 5个标准构成了目前国内空调

清洗规范基本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却远远称不上完整

和健全。

对于行政管理、企业资质鉴定、技术人员等级鉴

定、员工上岗证件、工程操作规程、相关工程检测以及

质量标准等环节都有待于细致明确的国家规范标准

的出台。缺乏市场准入制度和市场认证体系 ,使得现

有市场上清洗公司良莠不齐 ;没有相应的质量标准监

督检测机制 ,一些清洗工程流于形式、敷衍了事 ;没有

系统的员工培训认证体系 ,一些工人对清洗工作随心

所欲 ,各自为政 ,因而清洗过程问题不断。

2. 2　缺乏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管理和监督体

系

2004年 2～4月的卫生部的抽检结果表明 ,我国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但国家并未

对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定期检测清洗做出明确的强

制性规定 ,也没有专业的执法队伍。如果没有政府的

强制“清洁令 ”,大多数业主不愿主动要求进行中央

空调的清洗。

自从 2003年“非典 ”以后 ,许多商家纷纷加入中

央空调清洗行业来 ,投资建立了中央空调清洗公司。

但由于没有政府的强制“清洁令 ”,即使他们的公司

再有实力 ,技术再先进 ,也很难得到订单。目前这些

公司只能苦苦支撑 ,如果再这样下去 ,恐怕这些公司

很难支撑下去而夭折 ,这样就会使刚刚起步的中央空

调清洗行业陷于两难境地。

2. 3　从业人员技术培训缺乏

空调清洗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行业 ,不仅仅体现在

施工检测设备上 ,其系统污染情况的检查方法、清洗

施工工艺流程 ,清洗设备的选取使用等方面同样也需

要专业的技能知识。当前 ,空调清洗从业人员技术素

质参差不齐 ,技术工人大部分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 ,

也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培训。一些空调清洗公司以

为空调清洗就是普通的“擦擦玻璃 ,扫扫地 ”,对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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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的污染源的安全去除、二次污染的控制以及

洁净要求大部分人都不懂 ,因而施工组织混乱 ,不按

规范施工 ,清洗不达标 ,甚至因施工方法错误给管道

设施带来不可恢复性损坏的事情时有发生。目前 ,国

内还没有由相关管理部门出面设立的大型系统的培

训基地。

2. 4　没有专门的行业协会

一般来说 ,一个行业要健康发展 ,必须要有行业

协会的管理。为了加强对空调清洗企业的管理 ,许多

国家和地区已成立了相应的协会 ,如美国的风道清洗

协会 (NADCA ) ,日本的风道清洗协会 (JADCA ) ,瑞典

的通风系统清洗服务协会 (RSVR) ,英国的暖通服务

商协会 (HVCA ) ,西班牙的空调清洗协会 (AELSA ) ,

欧共体的通风卫生协会 ( EVHA )等。这些协会主要

负责企业认证、人员的培训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目前国外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清洗消毒行业

已进入规范运行阶段。1992年美国国家通风管道清

洗协会制定了第一个建筑供热通风空调系统清洗的

行业标准。此后 ,日本、瑞典、英国等都相继制定了自

己的建筑供热通风空调系统清洗的工业标准。2002

年美国国家通风管道清洗协会综合前述各国工业标

准基础上制定了最新的建筑供热通风空调系统清洗

工业标准 (ACR2002)。另外 , 1999年 2月 ,成立了有

12个国家参加的国际通风卫生评议会 ,着手制定国

际通用的风管清扫技术及评价标准。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中央空调风道清洗协会 ,

致使我国中央空调风道清洗行业在一开始形成就很

不规范 ,清洗价格收费混乱 ,中央空调风道清洗公司

良莠不齐 ,各自为政 ,没有行业自律。

　3　空调清洗行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3. 1　空调清洗必须做到科学化

空调清洗不是简单的体力活 ,已经涉及到化学、

物理、微生物等学科范畴 ,一切都要采取科学的方法

进行科学的处理。空调清洗要求根据不同的管道结

构尺寸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积尘类型 ,采取不同的清

洗方式 ,选用不同的清洗设备。清洗检测过程中 ,对

管壁积尘残余量、微生物残余量和空气中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都有相关技术标准。如何高效快捷地实现清

洗 ,既达到清洗要求 ,完全去除管道设施中的污染物 ;

又能安全收集 ,有效控制环境 ,不造成二次污染。这

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充分意识到空调清洗

是一门科学 ,从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把握 ,才能真正

使空调清洗登堂入室。

3. 2　加强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监督和管理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定期检查和清洗 ,不仅可以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管道阻力 ,增

强换热效率 ,节省能耗 ,可谓一举两得。国家相关管

理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政策 ,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 ,在

全国推行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定期检查清洗制度 ,对

于不执行制度的业主应给予必要的处罚。另外 ,国家

和各企业应把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检查清洗费用纳

入每年的预算中 ,这样才能使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清

洗真正得以普遍实施。

3. 3　健全行业制度规范

空调清洗有待建立健全完整的行业制度规范 ,市

场按照这个规范标准来运作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行

业内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关管理部门出台文件 ,

对行业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规范。组建空调清洗行业

职能鉴定机构 ,负责公司资质认证审核 ;尽快成立国

家通风管道清洗协会 ,负责通风空调系统清洗的规范

制定、行业认证、技术咨询等工作 ;编制专业标准教

材 ,抓好从业人员培训、考试工作。有关部门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 ,加强质量检查 ,打击行业不正当竞争。

3. 4　尽快成立专门的监测机构

目前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清洗前后的监测一般由

公司自己来完成 ,还没有专业的监测机构。有些公司

根本没有这个监测能力 ,或者根本不按标准监测。有

的公司即使有这个监测能力 ,也严格按照标准来监

测 ,但由于不是第三方监测 ,因此业主也不愿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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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央空调通风系统专业监测机构的建立也是非

常必要的。由于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监测不同于通

常的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它需要专门的技术和设备 ,

目前的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机构还没有这项业务。

3. 5　业务综合化、产业多元化

空调清洗行业要有长足稳定的发展 ,还应该在业

务综合化和产业多元化方面下功夫。空调清洗本身

就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的行业 ,不仅有产品设备的制

造生产 ,还有服务施工方面需求 ,两方面都有形成市

场的能力。例如 ,国内一些企业既承接通风管道清洗

工程 ,同时也做清洗设备的销售。还有人员培训方

面 ,也是一个潜在的市场。未来的空调清洗行业肯定

是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这就要求有越来

越多的经过正规培训过的 ,掌握专业技能的、有着从

业资格的人员参加进来。这就给培训业务的发展提

供了机遇。

人们对空调清洗观念认识在改变 ,政府相关部门

重视程度也在改变。空调清洗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在

国外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 ,而在国内却刚刚

起步 ,因而问题不少 ,但这阻挡不了空调清洗产业飞

速向前发展的步伐。形成健全规范 ,系统完善的行业

体制 ,引导这个新兴的产业稳定长足地发展 ,这有赖

于政府部门、行业内部企业组织以及所有关心这个行

业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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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快报 ·

化学清洗防腐蚀工职业技能鉴定培训通知

化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将于 2005年 10月 23日至 10月 27日 ,举办化学清洗防腐蚀工职业

技能鉴定培训班。已从事清洗或即将从事清洗工作的人员 ,可按自己实际情况申报参加鉴定。鉴定合格者可

获得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化学清洗防腐蚀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1. 鉴定级别 :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2. 鉴定内容 :《化学清洗工职业标准 》规定内容 (2005年 3月 3日颁布 )

3. 时间安排

项 　目 时 　间

报到时间 10月 23日

培训时间 10月 24 - 26日

鉴定时间 10月 27日

知识考试 上午 9: 00 - 10: 30

技能考试 下午 2: 00 - 4: 00

　　4. 培训鉴定费 :鉴定费 : 1000元 /人 ,培训费 : 2000元 /人 (自愿参加 )

以上费用含学员培训考试期间就餐费 ,住宿费自理 ,鉴定站可统一安排。

5. 鉴定地点 :化工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行车路线 :东直门坐 915公交车 ,在喇苏营下车 ,向西 500米蓝星公司。

6. 联系方式 :

电话 : 010 - 60108415、80485240　传真 : 010 - 80485233

联系人 :马晓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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