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数据分析室内环保除甲醛 、甲醛治理行业前景
中国新风网

2019-10-23 10:27

来源：最大空净展

浏览量：1119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健康风险 。不管是开车、坐飞机，还是从事文娱活动，
暴露在环境污染物面前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有些风险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我们有人选择
接受，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过我们想过的生活的能力受限 。但是有些风险我们可以避
免，如果我们有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对于室内空气污染，我们完全可以付诸行动而加以解决
。有需求就有市场！
市场环境-生活环境造就室内环保行业
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 ，室内以及和其它建筑物内的空气受到的污染比室
外更严重。即便是在超级大都市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几大城市 ，情况也如此。其他的研究表
明，人们一生中大约90％时间是花在室内的。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暴露空气污染物下时的健
康风险可能室内比室外更大 。
现代人生活和工作在室内环境中的时间已达到全天的 80％～90％，因此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有研究显示，室内并不是安全的场所 ，有时室内污染反而更加严重
。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 ，以节能为目的的高隔热 、高密封住宅的推广和人们对室内豪华装修
的日益提高，大大增加了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的使用，而这些材料确是产生甲醛的主要室内污
染源。在中国室内环境检测空气污染治理是一个市场无限的行业 .
为什么呢？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 、装修业和汽车工业，是空气污染治理赖以强盛的基础 。
在目前室内装修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从事室内装修污染检测治理行业将成为牵引市场的巨
大产业，前景非常广阔。主要市场可以分为：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人居环境 ：居室、办公楼、会议室、酒店、网吧、电影院、旅馆、歌舞厅等。
交通系统：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轮船、电梯等交通工具。
医疗系统：医院、卫生所、保健院、门诊部、急救中心、防疫站等。
教育系统：学校教室、集体宿舍、培训中心、礼堂、饭堂、图书馆等等。

只要是有房子的地方就会有污染 ，有污染就必须有治理，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有多少 ，污染治理
就会有多少。除了住房污染之外，汽车污染的治理也同样需求量很大 。在中国有房有车一族，
以前属于上层人士，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及国家政策，越来越多
的人可以买的起房子、车子，买房子必定要装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讲究
生活质量，关注身体健康，因此对住房对爱车消消毒 ，进行一番空气治理，不仅是健康的需
要，更是一种心理需要。
室内环保净化行业的大背景
1 国家部门的高度重视

国家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批文陆续出台 2001年6月7日，温家宝总理针对性新华社 《室内装修
污染严重 规范市场刻不容缓》一文批示：“此事事关居民身体健康 ，应引起重视。请建设部
、卫生部、质检总局研酌”。2002年，建设部颁布《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在全国强制执行室内污染控制指标 2003年，环保总局、卫生部、建设部联合制定并颁发
《室内空气质量国家标准 》，并正式实施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让“人民渴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2005年，新的《住
宅室内装修验收标准》出台。2005年，室内环境净化治理资实行资质认证 ，标志着中国的室
内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 。2005年，劳动部发布第五批新职业 ，室内环境治理员
位居首位，其中上海市从业人员达 5000人，至今，2019年，我国室内环境治理员人数仍然在
呈几何增长！
2、社会的呼唤声音
社会的呼唤声音，各种报道和疾病的产生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
高，室内装修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家居装修、办公场所装修、休闲娱乐场装修
据北京儿童医院统计，该院90%白血病儿童患者的家庭在半年内曾装修过
，2001年2月
15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中采访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内环境监测中心 ，就室内环境
环境治理专家提出，室内装修后，各种人造板材、装饰布、地毯等散发的甲醛，对人的呼吸系
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都有不可忽视的毒害 ，含有苯和二甲苯。苯化物是世界卫
，可引起鼻、咽喉、皮肤及消化道癌
在室内装修中应用的各种油漆及油漆添加剂和防水涂料中
生组织确定的强烈致癌物质 ，可引起中枢神经麻痹，引发再生障碍性贫血，破坏造血功能导致
在建筑施工使用的混凝土防冻液
，主要成分是氨，它在室内发出的大量氨气 ，对人体的上呼吸
道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 。极大降低了人的免疫力
，引发肺气肿，成人呼吸窘迫症等多种疾
面对迅速蔓延的室内装修污染
，一专家呼吁：“解决装修污染刻不容缓
”。2001年6月至
9月，国务院两位副总理连续 3次批示，批出室内环境关系居民身体健康
，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关
2004年3月15日，上海的装潢业将强制执行
《住宅装饰装修验收标准 》。“新标准”中把室内
空气质量检测人为必备程序 ，如果装修房空气指标不合格
，消费者可以拒绝接受房屋交付 ，要
直至2018年年底，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
“关于开展中小学新建校舍室内空气质
量（甲醛）排查、检测工作的通知”，无不在说明我国对于室内环境污染的高度重视 。
3、行业现状
由于装饰材料使用上的控制不严 ，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技术上的难以突破 ，致使国内建材大
部分指标超标。这种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装修中大量使用的
人造板材在其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甲醛 ，由于技术上限制，大概有20%左右的甲醛无法完全
反应，残留在板材中，构成了装修居室中甲醛的主要释放源 。更为重要的是装修中使用的各种
粘合剂，也会不断释放一些有害气体 ，所以，即使装修中所用的材料都是环保的 ，往往也会导
致一些指标超标。
室内污染危害数据表明 ，越来越多的人装修完新房需要室内环境净化
据调查，目前，室內的空气比户外的空气污染高 2-5倍，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
一、据统计哈尔滨血液肿瘤所去年收治的 1800多例血液肿瘤患者中,46.7%是由于室内环境污
染造成的。
二、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环境检测中心称 :全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 11.1万
人.平均每天大约死亡304人。
三、中国一百多万五岁以下的儿童的死因与室内装修污染有关 。北京市化学物质毒性鉴定中心
数据：北京每年因有毒建筑装饰材料引发的急性中毒事件有 400多起,中毒人数10万人,死亡人
数350人。
四、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显示我国 2001年因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为 106亿美元。
五、93.6%的新车内空气污染严重超标 ,90%的新居装修及家具甲醛测试超标 。
六、68%的孕妇胎儿畸形是由居室甲醛严重超标造成的 ，90%的白血病患儿家中近期装修过 。
七、美国已将室内空气污染归为危害公共健康的 5大环境因素之一。
八、加拿大一卫生组织调查显示 ,当前人们68%的疾病都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 。

九、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公布将室内环境污染与高血压 、胆固醇过高症
及肥胖症等列入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 ，列入人类健康十大杀手黑名单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了 。主要针对装修后所产生的甲
醛,苯,TVOC,氨气所造成的危害.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对家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关注 .我们所
针对的就是这个市场.咱们这个室内环保产业确实是个新兴的行业 ,人们呢还不能完全的认识 ,但
是这并不能影响到人们买房之后的需求 ,从前几年市场上出现的活性炭到现在家电市场的空气
净化杀菌产品的演变已经证实这个市场的是存在的 ，前景是很好的,人们的需求和认识是在不
断提高,这个过程用了2-3年,。
据权威机构调查，经过2018年在一线城市，以家庭为单位，家庭装修污染认可度平均认知度
达到了97.3%，二类城市平均认知度也有 91%。所以现在老百姓也急需一些专业的公司来为他
们提供室内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同时政府近几年来针对环保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尤其十七大，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明确提出 ：环境保护要和经济发展共同进步 ，要将市内环保和室外
环保互相结合。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房子和汽车成为老百姓基本的消费品 。据中国室内装饰协
会环境检测中心的数据统评 ，全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 11.1万人，68%的
孕妇胎儿畸形是由于室内甲醛超标造成的 ，90%的白血病患儿家里装修过 ，哈尔滨血液肿瘤所
去年收的1800多例血液肿瘤患者中46.7%是由于市内环境污染造成的 。
各种有害物质的来源与释放时间
甲醛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嗅觉异常 、刺激、过敏、肺功能异常、肝功能异常、免疫功
能异常等方面。氨气可麻痹呼吸道纤毛和损害粘膜上皮组织 ，使病原微生物易于侵入 ，减弱人
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慢性苯中毒主要是对皮肤 、眼睛和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TVOC对人体的
危害包括黏膜发炎、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头痛、异味、疲倦及怕冷怕热、吹风感，儿童的哮
喘和支气管炎等。
夏季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高峰期 ，随着室温的升高，各种建筑材料和家具中的有害气体的释放量
也随之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室内温度在30℃时，室内有害气体释放量最高 。甲醛的沸点为
19℃，往往秋冬季节感觉没有污染的房屋在夏季会感觉气味很大 。
调查证实，在现代城市中，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比户外高出很多倍 ，更重要的是80%以上的城
市人口，七成多的时间在室内度过 ，而儿童、孕妇和慢性病人，因为在室内停留的时间比其他
人群更长，受到室内环境污染的危害就更加显著 ，特别是儿童，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室内
空气污染的危害。一方面，儿童的身体正在成长发育中 ，呼吸量按体重比成年人高近 50%，另
一方面，儿童有80%的时间生活在室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每年有10万人因为室内
空气污染而死于哮喘，而其中35%为儿童，我国儿童哮喘患病率为 2%—5%，其中85%的患
病儿童年龄在5岁以下。
室内环境净化服务盈利分析
一、除甲醛加盟投资盈利点 ：
一、通过给客户提供室内空气污染检测 ，赚取空气污染检测费；
二、通过给客户提供室内空气污染治理 ，赚取空气污染治理费；
三、通过给客户提供车内空气污染检测 、治理，赚取检测治理费；
四、在当地市场销售空气污染治理产品 、设备、耗材等环保产品获利；
二、除甲醛市场容量分析 :

据权威机构的市场研究显示 ，我国用于住宅装修的费用 2018年高达 4000亿元，专家预测到
2020 年装修总额会达到 8000 亿元，由此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检测治理市场大不可估 。
三、检测利润分析：
1）以一个 300 万人口含 6-8 个市县的中等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
a 、 每年的装修市场量最少达 10 万户以上
b 、假设仅有 10 ％的装修户进行室内空气检测
c 、按每住户 100 平米（三室一厅）， 设 4 个检测点计算，每住户收费标准 50元×4项×4个
点=800元
该地区室内污染检测毛利润 ：10 万户 ×10 ％ ×800元 / 户 =800万元
保守计算 只需占有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 10% ，可获毛利：800万 元 ×10 ％ = 80万元
扣除 30% 的材料和其他费用，纯利润为：80 万元 – 80 万 元 ×30 ％ = 56万元
甲醛治理利润分析：
2）以一个 300 万人口含 6-8 个市县的中等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
a 、 每年的装修市场量最少达 10 万户以上
b 、假设仅有 10 ％的装修户进行室内空气治理
c 、按每住户 100 平米（三室一厅），施工面积 300 平米[施工面积（长宽高展开面积）=实
地建筑面积×3.0系数]，单价 10 元 / 平方米计算，每住户收费标准 3000 元该地区室内污染
治理毛利润：10 万户 ×10 ％ ×3000元 / 户 =3000 万元保守计算 只需占有该地区的市场份
额的 10% ，可获毛利：3000 万 元 ×10 ％ = 300 万元扣除 40% 的材料和其他费用，纯利
润为：300万元 – 300万 元 ×40 ％ = 180 万元
注：因各地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等不同，实际收费标准总部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 ，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以上仅指民用住宅单户工程计算 ，其他大型工程，如：宾馆、旅舍、酒店、学
校、办公楼、写字楼、医院、政府楼、商场、歌舞厅等会因项目不同而单独列算成本利润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