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H

IN
A

 C
O

S
M

E
T

IC
S

 R
E

V
IE

W

中

国

化

妆

品

2015

年
第1

期
总
第372

期

2015 
JANUARY
2015年1月1日出版

主编特荐
逆磁微导科技 
颠覆美肌之力 
肌源修护焕采眼霜 
×逆磁力微导仪
—SK-II逆磁亮眼修护组

名品点评
全能植物精萃 
肌肤生命能量源
—希思黎全能乳液

特别报道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 
年终盘点

市场震荡与融合转型
—201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浅析

专  题
终结假性研发：还产品价
值和专业尊严于工程师
《国妆论·产品篇I》

市场&贸易
中国百货店仍是国际国内
化妆品品牌成长的温床

焦点&报道
2015无硅油洗发水市场 
的变化

防晒霜 
无名的防晒英雄

北京在校女大学生化妆品
消费调查

研究&应用
空气污染与皮肤初探
—北京郊区城区皮肤差异的临
床检测分析

http://www.chinacosmetics.c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4－5163       国内统一刊号：CN11－3013/TS      2015年第1期总第372期       定价：18.00元





本刊部分内容为与《COSSMA》杂志版权合作，《COSSMA》为德国健康美丽商业媒体有限公司（76003卡斯鲁尔，1446信箱，德国） 
出版发行的化妆品行业杂志。未经书面同意，一概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翻译和使用。

Part  of the content is copyright cooperation with COSSMA, a cosmetic indust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Health and Beauty Business Media GmbH,  
P.O.Box 1446, 76003 Karlsruhe, Germany. It's forbidden to reproduce, translate or use without permission.

CHINA 
COSMETICS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国百货纺织品公司

支持／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化妆洗涤用品分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编辑出版／《中国化妆品》杂志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2层

顾问／杨树德  何济海  张世尧

名誉社长／范文明

编委会名誉主任／梁任堪  张铁诚  李建华

编委会主任／张正明

编委会副主任／张金鹏  秋  鸣 

	 专家编委／陈 锐  范春光  闫秀珍  陈少军  李传玉  黄 敏  贺丹英  兰 苓  

闫世翔  肖子英  徐 良  虞瑞尧  丁克祥  刘 玮  杨志刚  徐素英  孙鑫友   

王允贞  陈 曦  吴志刚  谷 俊  张兵武  刘诗伟  严培元  董银卯  魏少敏   

金其璋  吕实璟  杨建中  赵 华  祝 钧  李慧良  何聪芬  孟 宏

（以受邀请担任的时间排序）

社长／张金鹏（法定代表人）

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曲  民

副社长／杨  威

法律顾问／甄庆贵律师（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编／刘  丽（1106928814@qq.com）

调研部主任／庄小洁

编辑／薛静宜    

美术编辑／丁  允

编辑部电话／010-58790556-602

行政主管／洪  恩

外联主管／彭  丹

发行总监／韬  扬

电话／010-58790556-60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公寓1202室

邮编／100020

网址／http://www.chinacosmetics.cn

邮箱／ccr2013@163.com       
电话／010-58790556

传真／010-58790818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4-5163

国内统一刊号／CN11-3013/TS

国外发行代号／4513SM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018号

定价／人民币18.00元

声 明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对本刊文字、图片全部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本刊来稿一律不退，文责自负，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所有来

稿除特别说明外，将同时刊登在我们的网站：www.chinacosmetics.cn

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作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代理其作品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第三方龙源期刊网进行电子版

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

《中国化妆品》杂志社

2015
January
2015年第1期 总第372期

图片提供／巴黎欧莱雅 ●透视化妆品行业发展动向
●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化妆品
●解读化妆品领域新锐理念
●搭建有效品牌商、渠道商和消费者交流平台

Review
china
cosmetics

查找公众帐号“中国化妆品杂志社”或扫描CCR二维码
邮箱：ccr2013@163.com

http://www.chinacosmetics.cn

咨询热线：010-58790556



CONTENTS

CHINA 
COSMETICS 
REVIEW January

2015年第1期 总第372期

主编特荐
8 逆磁微导科技  颠覆美肌之力 

肌源修护焕采眼霜×逆磁力微导仪

—SK-II逆磁亮眼修护组

名品点评
10 全能植物精萃  肌肤生命能量源

—希思黎全能乳液

特别报道
12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文/本刊记者 刘  丽  吕  盈

17 市场震荡与融合转型

—201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浅析

—文/刘  辰

专  题
20 终结假性研发：还产品价值和专业尊严于工程师

《国妆论·产品篇I》

—文/李传玉工作室

市场与贸易
24 中国百货店仍是国际国内化妆品品牌成长的温床

—文/陆  鹏

28 当前的形势与挑战  天然与有机产品市场

—翻译/杨大丫

30 二○一四年德国化妆品与家用产品市场稳步增长

—翻译/洪尔雨

P39

P30

华腾联盟（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让《中国化妆品》杂志

更好  ＊ 更行  ＊ 更远



CONTENTS

CHINA 
COSMETICS 
REVIEW

焦点&报道
32 2015无硅油洗发水市场的变化

—文/小  迅

35 国际产品发布

—翻译/杨大丫

36 日晒护理产品走进新时代

—翻译/杨大丫

38 让日晒护理容易一些

—翻译/杨大丫

40 防晒霜  无名的防晒英雄

—翻译/杨大丫

42 北京在校女大学生化妆品消费调查

—文/王巧娥  谢雨含  徐子涵  谢  丹  江千滟  姚  欣

研究&应用
48 空气污染与皮肤初探

—北京郊区城区皮肤差异的临床检测分析

—文/空军总医院刘玮医师

56 二○一四年巴黎国际包装工业展（Emballage 2014）

关于包装的一切

—翻译/杨大丫

57 新闻  包装

—翻译/洪尔雨

资讯 58

化妆品市场信息权威发布 62

P40

P58
《中国化妆品》杂志

携手民族品牌
谱写行业新篇

January
2015年第1期 总第372期



执行主编：

E-mail: 1106928814@qq.com

本月特别推介

逆磁微导科技  颠覆美肌之力
肌源修护焕采眼霜×逆磁力微导仪
SK-II逆磁亮眼修护组 RMB940/套

搭配肌源修护焕采眼霜，运用SK-II全球首创逆磁性超渗导科技的革命性

眼部按摩新贵—SK-II磁力微导仪重磅登场，通过磁极的互斥作用，作用于

眼霜中的关键成分并将其推至肌底促进吸收，有效提升渗透力高达3倍！此外，

配合眼霜着重于眼底、上眼睑及眼角3点进行密集式修护，不但能够重新提升

眼周肌肤紧致度，还能令双眸变得更加年轻、明亮。这一创新发现将见证更多

眼周逆龄奇迹，改写眼部肌肤命运！

SK-II磁力微导仪3点提升眼部肌龄

1 逆磁性渗导推力，通过磁力促进眼部肌肤表面血液循环，有效改善眼部肌肤

状况；

2 独特两极逆磁力设计，有效作用于SK-II肌源焕采修护眼霜中的关键成分，以逆

磁力推动眼霜精华，使其渗透至深层眼部肌肤；

3 电磁波提升眼部肌肤，使用时，只需在眼部肌表轻柔滑动微导仪，即可产生微磁

附加波并推动精华成分吸收，从而有效提拉紧实眼部。

SK-II肌源修护焕采眼霜 
3点眼周肌龄逆转，直击眼底、上眼睑及眼角老化问题，并革命性发布2014年全

新眼部抗老新品—SK-II肌源修护精华眼霜，3点同时出击，短短2周，即刻点亮动

人明眸！

全新眼部肌源再生复方 

(Stem-Acanax Eye Complex)
＊高浓度SK-II PITERA核心精华：高效提升肌肤内在细胞饱满度，

令肌肤紧实，充满光泽，从五大维度全面升华至晶莹剔透的肌肤。

＊肌源再生复方（Stem-Acanax）：促进肌肤蛋白生成，有效改善皮

肤自由基韧性。

＊洋蓟植物精华：源自地中

海和北非，以卓越的抗氧化

功效著称，全面提升细胞内

在密度，令肤质弹润紧实。

8 / Special 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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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日肌肤所需
要的必要营养，一年四季都能使

用，同时更好地加乘后续护肤效果，
令肌肤年轻出众！”sisley希思黎全能乳
液作为每日必备的卓效养肤肌底乳液，所
蕴含的多重植物精粹犹如肌肤的“综合

维他命”，全天候为肌肤提供所需的
营养和能量。

—知名艺人张俪

全能植物精萃 
肌肤生命能量源

—希思黎全能乳液

领先全球的法国高端品牌sisley希思黎拥有跨时代的超前“植物美容

学”护肤理念，兼具安全、自然、有效，历经时光考验，始终魅力永恒。被美

容界誉为经典杰作的sisley全能乳液，自1980年推出，就凭借“一瓶全效，

终极保养”的卓效风靡全球。它超越时代的尖端科技，与严格精确的配比，

俨然成为奢华护肤的翘楚，成为每个时代，无数女性一生挚爱的终极保养

臻品。

产品规格：RMB1620/125ml

源自植物王国的美颜杰作
“植物美容学”，1976年的巴黎，当人们首次从修伯特·多纳诺伯爵口中知闻

这一崭新理念，整个美容界为之轰动。事实上，当欧洲并未兴起芳香疗法之时，多

纳诺伯爵夫妇便着手反复研究，提倡将植物精萃及精油运用至护肤品中，于是，

崇尚高品质的奢华植物护肤品牌—sisley希思黎诞生了。

历久弥新的王牌全能乳液
sisley希思黎成立4年之后，凝聚品牌10年研发心血的全能乳液终于问世，时

至今日，仍因其非凡功效被奉为镇牌之宝。它不仅是sisley希思黎全球最为畅销

的经典单品，也是跻身全球销售全三名的乳液，更多次荣获顶级时尚杂志的高度

赞誉。

引领全球的植物美容臻品
严格筛选最具卓效的植物种类与部位，sisley希思黎运用科学的萃取方法精

选原料，以数十种至臻精萃成就殿堂级全能护肤尊享：积雪草具备强大修护能

量，激生胶原蛋白，紧致、细肤；人参持续强韧肤质；蛇麻草与迷迭香，镇静舒

缓、杀菌清浊；而马尾草则收敛紧致肌肤，让其重塑年轻活力。

精确配比的青春密码
“不计一切代价，不懈追求完美”是sisley希思黎始终坚持的信念。致力于采

用科学精准的方法，不惜成本无数次配比，精确制定每滴保养品必需的植物成分

用量，以及各类植物成分间适宜的搭配组合，确保所有成分和谐作用，互相促进，

从而发挥极致卓越的功效。全能乳液的完美品质，也正是来源于对数十种植物珍

萃如此精准细致的配比。

不可或缺的美颜必备
由数十种高纯度植物精萃凝就的全能乳液，堪称全效护理的必备臻品。细腻

柔润的乳液触肤延展，瞬间渗透吸收，全效修护，全面激活肌肤生命能量。清晨

涂抹，悉心呵护娇嫩肌肤一整日；夜间使用，加速肌肤自我更新修复；日复一日，

肌肤愈显强韧、明亮、细滑。

护肤效果的乘倍催化剂
将全能乳液与其他护肤品搭配使用，其本身卓效的修护效果不仅会得到强

化，更能促进对后续保湿、美白、抗皱类等针对性护肤品的渗透吸收，优化护肤

效果，赋予肌肤令人惊喜的新生光彩。

卓效肌底乳液  奢养挚爱之宠
肌肤一旦重新健康强韧，吸收能力便得以提升，保养自然也就事半功倍。此外，

全能乳液俨如护肤“催化剂”，只需一步，就能激升后续保养效果，带来加乘卓效。

单用全能乳液就可以有
效保持肌肤水油平衡，即使出现

痘疤也能很快平复。同时，还能与任
何针对性护理相结合，帮助肌肤更好吸
收后续的保养品，多一步就能令保养功
效成倍发挥，让你不得不相信1＋1>2的

美颜奇迹！
—新生代女演员 

张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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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化妆品在百货渠道的市场规模依然持续扩张，零售额从

2013年1-11月的312.2亿元发展到2014年1-11月的317.3亿元，零售额的

同比增速为1.7%。但是化妆品零售量的同比增速却出现了负增长，其增

速为-2.5%。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化妆

品在百货渠道零售量同比增速出现负增长的原因主要出现在中端品牌和

低端品牌上。其中，中端品牌零售量从2013年的47.79%下滑到2014年的

44.82%，零售量同比增速为-8.6%。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雅诗兰黛集

团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42.3亿元，

同比增长4.0%；零售量为7.99百万

支，同比增长5.7%；旗下6个品牌的

同比增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旗舰

品牌雅诗兰黛增长出现明显下滑，

主要原因是明星SKU即时修护眼部

精华霜、红石榴精华水、即时修护眼

部密集精华露、紧实抗皱竹粹水等

出现增长乏力现象。

集团和品牌排名如下：
（一）2014年度 Top10集团：1、欧莱雅（中国）公司 2、雅诗兰黛集团 3、法国路威酩轩LVMH  4、（日本）资生堂株

式会社 5、宝洁公司 6、香奈儿（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7、韩国爱茉莉太平洋集团 8、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9、无添加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0、法国皮尔法伯集团

（二）2014年度top10品牌：1、雅诗兰黛 2、兰蔻 3、欧莱雅 4、欧珀莱 5、香奈儿 6、克丽丝汀·迪奥 7、佰草集  

8、玉兰油 9、兰芝 10、美宝莲

（三）2014年度护肤top10品牌：1、雅诗兰黛 2、兰蔻 3、欧珀莱 4、欧莱雅 5、佰草集 6、玉兰油 7、克丽丝汀·迪奥 

8、兰芝 9、SK-II 10、无添加

（四）2014年度彩妆top10品牌：1、美宝莲 2、香奈儿 3、克丽丝汀·迪奥 4、雅诗兰黛 5、欧莱雅 6、蜜丝佛陀 7、兰

蔻 8、欧珀莱 9、玫珂菲10、芭比波朗

（五）2014年度化妆品Top10民族品牌：1、佰草集 2、自然堂 3、羽西 4、丸美 5、毛戈平彩妆 6、珀莱雅 7、林清轩 

8、深蓝.彩妆 9、高夫 10、卡姿兰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首篇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雅诗兰黛篇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

店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欧莱雅集

团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74.65亿

元,同比增长-0.5%；零售量为32.9

百万支，同比增长-6.6%；旗下品

牌的同比增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

旗舰品牌兰蔻的明星SKU精华肌底

液(美颜活肤液)，菁纯臻颜眼霜，睛

采眼部精华液等贡献极大。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欧莱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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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路易威登集

团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29.5亿元，

同比增长12.4%；零售量为5.4百万

支，同比增长14.1%；旗下品牌的同

比增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对克丽

丝汀.迪奥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魅

惑丰唇蜜，同比增长35.4%。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路易威登篇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资生堂集团 

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31.2亿元，同

比增长-11.2%；零售量为17.3百万

支，同比增长-16.4%；旗下品牌的

同比增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对欧

珀莱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时光锁

抗皱精萃眼霜，同比增长-24.6%。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资生堂篇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LG集团2014

年1-11月零售额为3.2亿元，同比增

长12.7%，零售量为1.3百万支，同比

增长-12.1%。旗下品牌的同比增长

情况如图所示，其中对秀雅韩贡献

最大的明星SKU是新上市的秀雅韩

天参赋华面霜；其中对后贡献最大

的明星SKU是秘贴焕然新生精华液，

同比增长159.7%；其中对菲诗小铺

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金盏花水润

精华水，同比增长8.6%；其中对欧

蕙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精纯赋活

焕肤霜，同比增长93.6%。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爱茉莉集团 

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16.8亿元，同

比增长24.9%；零售量为10.6百万

支，同比增长54.6%；旗下品牌的同

比增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对兰芝

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水酷润颜精

华露，同比增长92.7%；其中对雪花

秀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滋盈生人

参凝萃修护霜、滋盈肌本平衡水，同

比增长分别为32.8%和28.6%；其

中对梦妆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花

源滋养精华液（鲜花肌底液），同比

增长9.7%。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LG篇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爱茉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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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

珀莱雅集团零售额为1.6亿元，同比

增长23.5%；零售量为1.1百万支，同

比增长18.7%；旗下品牌的同比增

长情况如图所示。其中对珀莱雅贡

献最大的明星SKU是靓白肌密精华

乳液，同比增长43.6%，该品牌排名

从46变为40。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珀莱雅篇

市场震荡与融合转型
—201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浅析

文/GFK-中怡康化妆品事业部  刘  辰

根据中怡康38城市城市百货店

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伽蓝旗下自

然堂品牌2014年1-11月零售额为4.0

亿元，同比增长18.7%；零售量为2.8

百万支，同比增长15.4%。对自然堂

贡献最大的明星SKU是雪域精粹纯

粹滋润乳液，同比增长31.9%，雪域

精粹系列、凝时鲜颜系列、氨基酸美

白保湿系列增长良好，品牌排名上

升到整体市场的22名。

2014年百货渠道化妆品年终盘点
—自然堂篇

一．2014年化妆品市场概况
根据中国权威零售研究机构

GFK-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

限公司对中国38个一、二线城市百

货商场化妆品专柜的月度零售监测

结果，在2014年，化妆品在百货渠道

的市场规模呈现小幅增长。如下图

所示，38城市百货化妆品总零售额

从2013年的326亿元微增长至330亿

元，同比增长1.3%；与此同时，零售

量依然呈现负增长趋势，同比增速

为-2.7%。在化妆品整体市场中，

护肤品类市场份额近十年首次出现

2014年，中国经济悄然进入新“拐点阶段”的常态增长，经济形势也

更趋复杂，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方面的挑战，令各行各业都开始调整并找

寻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向，化妆品行业也在2014年进入了新一轮的震荡转型

时期。

负增长，增速为-0.4%; 而销售额

份额仅占到整体化妆品市场20%的

彩妆市场呈现良好趋势，增幅达到

8.7%。护肤市场中的面霜类以及精

华类产品，彩妆市场中的面部彩妆

和唇部彩妆成为化妆品主要领涨的

明星品类。

百货护肤品市场出现下滑，主要

归结于电商市场的冲击，2014年化

妆品的电商渠道零售额份额已经高

达27%。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众多消费者已经把电商购物方

式列为第一选择。另外，跨国合作越

发完善，目前全球的物流快递服务

正在快速发展，海淘代购等将不再

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我国旅游签

证的放松政策使得出境游成为消费

者节假日的首选，免税店购买化妆

品所具有的巨大价格差也吸引着无

数消费者。

针对这部分份额的蚕食，百货

商场凭借自身体验优势及打通O2O

新商业布局链条开始蓄势反击。根

据GFK-中怡康普查商场数据显示，

全国38城区范围内的购物中心数量

逐年增加，2014年已达115家。购物

中心在传统百货中异军突起，重新

进行精准定位，充分发挥了实体店

优势。通过提高餐饮、体验店和娱

乐设施在购物中心的业态组合所占

比例，以及提升实体店购物体验等

方式，整体百货业态的反弹迹象已

初步显现。与此同时，传统百货渠

道也开始发力，从传统经营模式向

O2O模式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根据中怡康的抽样调查显示，30%

的消费者在门店浏览的同时会通

过互联网进行研究，而这其中只有

16%的消费者会选择在实体店购

买。门店在未来将不再单纯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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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渠道，更多的是展示的功能。传

统百货商店具有线下的门店优势以

及完善的供应链，作为零售终端，若

再能融合O2O服务企业，打造成完

善的线上线下综合体验服务，传统

百货商店的化妆品品类将会迎来新

一轮销售的春天。

二．2014年化妆品品牌竞争
分析

在中国38城市的百货渠道监测

范围内，化妆品排名前二十的品牌

详细情况为：雅诗兰黛依然以9.2%

的份额高居榜首，欧莱雅，欧珀莱

以及玉兰油这三大中端品牌依然是

零售额份额的主力军。前二十品牌

中有65%来自欧美地区。值得一提

的是唯一上榜的本土品牌佰草集依

然保持良好的上升势头，在2014年

百货化妆的品牌榜中最终位列第7

位。

从品牌档次上，高端品牌依然

占据市场份额最大，并且在2014年

仍保持一定增幅，紧随其后的中端

品牌份额在2014年有明显下降趋

势；同时，中高端以及低端品牌份额

变化并不明显。若再从品类上细分，

高端品牌在护肤市场和彩妆市场依

然领涨，而中端品牌在护肤市场和

彩妆市场份额均下降，尤其是护肤

市场，同比增幅-9.4%。这样的趋势

显现也可以通过近年来消费习惯的

改变来解释。选择高端品牌的消费

人群主要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部分人群是目前的消费主体，具有

一定的消费实力，他们更加关注线

下实体店的客户体验；而另一消费

主力军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

代的人群，目前正在逐渐成为不可

忽视的消费主体。这部分人群接受

新生事物快，更加关注产品性价比，

所以更倾向于从其他渠道购买中端

产品。

 

三．化妆品细分品类和功
效分析

虽然2014年护肤市场份额略

有下降，但依然占据了整体化妆品

市场80%左右的份额。进一步细分

护肤市场，从下页图中可以看出洁

面类和卸妆类产品份额略有上升，

同比增幅分别为1.3%和8.3%，主

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国内空气污染

的日益严重以及媒体界和时尚界

的渲染，消费者更加关注皮肤清

洁的问题；精华类上升势头依然

良好，抗衰老依然是所有年龄女性

最关注的话题；面霜类，眼霜类和

化妆水类产品略有下降，同比增幅

分别为-3.9%，-2.9%和-2.3%；

而套装类产品增幅明显，同比增长

7.3%，相比较于购买面霜类，眼霜

类或化妆水类的单品，消费者购买

包含这些品类在内的且性价比更高

的套装类产品成为化妆品的主要

消费趋势。雅诗兰黛弹性紧实活颜

柔肤霜及特润修护肌透精华露、兰

蔻菁纯臻颜眼霜、娇韵诗抚纹身体

霜、欧珀莱时光锁醒活柔润水替换

装（滋润型/清爽型）、雅诗兰黛舒

缓眼膜和雅漾清透美白套装等成

为2014年护肤各品类最畅销的明

星单品。

品牌
品牌 
级别

销售额 
份额

销售量 
份额

属地

雅诗兰黛 高端 9.22% 3.52% 欧美

兰蔻 高端 8.42% 2.82% 欧美

欧莱雅 中端 6.10% 9.51% 欧美

欧珀莱 中端 6.02% 7.91% 日本

克丽丝汀.迪奥 高端 4.29% 1.73% 欧美

香奈儿 高端 3.61% 1.55% 欧美

佰草集 中端 3.00% 3.07% 中国大陆

玉兰油 中端 2.94% 4.36% 欧美

兰芝 中高端 2.86% 3.05% 韩国

美宝莲 低端 2.66% 8.90% 欧美

SK-II 高端 2.27% 0.58% 日本

无添加 中高端 2.18% 2.30% 日本

娇兰 高端 2.02% 0.52% 欧美

倩碧 中高端 1.94% 1.58% 欧美

资生堂 高端 1.93% 1.02% 日本

科颜氏 中高端 1.79% 1.34% 欧美

娇韵诗 高端 1.79% 0.89% 欧美

雅漾 中端 1.77% 1.79% 欧美

希思黎 高端 1.72% 0.32% 欧美

梦妆 中端 1.51% 3.93% 韩国

从护肤功效上看，抗皱类产品依

然占据整体护肤市场50%～60%的份

额，2014年来炒热的“冻龄”“智能”

概念更是为抗皱类市场持续加温。作

为亚洲市场独特的美白类产品在夏季

时间段的份额明显上升，侵蚀了部分

抗皱类产品的份额。基础类和控油类

产品表现持续平稳，成为护肤市场中

没有波澜起伏的两个基本功效。

对于彩妆市场，2014年领涨大

盘，同比增长8.7%，面部彩妆依然

占最大份额，2014年份额略有上升，

同比增幅6.3%，这其中的BB霜类产

品起了很大的助力，且新推出的气

垫BB霜类产品成为绝对的明星产

品，韩国和欧美等化妆品大牌均开

始抢占这部分市场份额；唇部彩妆

表现最为优异，同比增幅21.1%，眼

部彩妆同比增幅5.8%，势头同样不

能忽视。雅诗兰黛双重滋养白金臻

致亮颜粉底液、香奈儿炫亮魅力唇

膏、美宝莲极细易画液体眼线笔和

香奈儿指甲油成为2014年百货彩妆

中的各品类畅销单品。

总体来看，2014年化妆品市场

是剧烈震荡的一年，这个趋势会在

2015年进一步体现。展望未来，中国

的化妆品市场在线上与线下的格局

将进一步博弈，双线渗透融合、精准

品类管理、打造明星单品等市场策

略将继续在2015年成为各化妆品厂

商交出一份满意答卷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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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假性研发：
还产品价值和专业尊严于工程师

《国妆论·产品篇I》
文/李传玉工作室

何谓假性研发？                    
每过一段时间，知名品牌出街了

什么新产品，便将风头正劲的几家

品牌中风头最劲的那几款买回来，

堆在桌子上七嘴八舌地琢磨先从哪

一款先下手。达成共识后，接下来就

分叉了：瓶子交给策划部设计，膏体

交给实验室工程师（小公司干脆就

拎着瓶子去了广告设计公司）。毋须

讳言，大多本土企业的产品研发就

是这样开始的。

本土一线的看国际一线的，本

土二三线的既看本土一线的，也看

国际一线的。营销圈里有个术语叫

“借鉴”。再接下来“借鉴”就是编

写产品功能、撰拟营销文案、制定

产品价格、设计订货政策……所有

的步骤几乎是工业化的作业流程。

在这个为本土业者习以为常的“借

鉴”流程中，细观那些匆匆忙碌的

身影，人们似乎很难看见工程师技

术人员。只是在对照被“借鉴”的产

品和实验室调试的“样板”像不像

时，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地把工程

师唤来。大家端详着“样板”抠一指

头在手背上，抹一抹、搓一搓、闻闻

香……然后是诸位高人高屋建瓴地

指出应该再这样一点，再那样一点。

一旁诚惶诚恐的工程师唯唯诺诺地

聆听着，点着头，用心做着笔记。最

后抱起一堆瓶瓶罐罐悻悻离场。

新时期本土化妆品30年，多数

本土企业，有20年是这样“借鉴”过

来的。

针对类似研发现象，一位产品

工程师下过这样的结论：即便是最

便宜的“大宝SOD蜜”，当下的科学

技术都无法数据化地精确还原它

的产品配方成分。特别是产品的生

产工艺数据。而所有相近的外观和

相似感官感觉，不过都是基础化学

知识付诸构成的印证。与其说是按

照知名品牌做出的“样板”，不如说

是产品研发技术人员对自己所学的

专业基础课程和工作实践结合的结

果。而这个结果，严格意义上说，与

参照的“样板”完全不是一码事。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上述为本

土业者习以为常的研发，即是典型的

“假性研发”。

假性研发让专业价值蒙羞
有营销专家认为：“开发产品和

研发产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

意是：发现产品的商机项目，叫“开

发”。开发产品商机项目大多是营销

人员的工作范畴。产品立项后，为

此所开展的系列工作，其中包括工

程技术人员对产品的试验，叫“研

发”。而实验的路径和方法，可以是

自己研制，也可以采样借鉴。两种做

法并无什么不妥。

乍听这个貌似有些逻辑的说

法，冷不丁地会让人转不过弯来。

但稍加回味你不难发现：焦点不在

“发现产品商机”的路径而在其专业

价值的甄别。如若在10次“发现产品

商机”中10次都是去搜集和购买知

名品牌产品，这类“发现商机”的专

业价值，连会打酱油的儿童都能做

到。更何况把钱给到工程师，人家找

不到商场柜台吗？

客观而论，从“发现产品商机”

角度上，营销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确实都存在发掘产品机会的职业能

力。但真正的“职业”涵义绝非是仅

限于“借鉴”。相反，它必须是各自专

业能力最基本的体现。何谓“专业能

力”？案例有证：

填补了中国化妆品产品市场空

白的“小护士防晒”的诞生，就是营

销人员发掘和发现“产品商机”的

结果。20年前没有当下发达的网络

资讯可“网搜”，也没有今天说走就

走的出国游条件（可以买样品“借

鉴”）。洞悉产品机会需要大量地

查阅和研究国际市场的产品业态。

当时的市场部经理徐弘（李志达夫

人）从众多外文妆容性的刊物中把

防晒产品给“捞”了出来，提交给公

司研究立项。在几乎是集体发声“太

超前”的担忧中，当家人果断拍板上

马项目，这才有了记入中国化妆品产

业史册的中国防晒品。

当然，此后所做的大量配方研

发、大量的临床试验，以及同步所

做的大量市场调查和大量营销策略

的完成，最终构成了产品上市的决

策依据。这即是专业能力最基本的

体现，唯独其中没有时下各种“发现

型”商机的任何“借鉴”。

另一个由研发工程师发掘的

“产品商机”，是深圳柏纷公司“品

类制胜”案例。

柏纷公司当家人蒋国平创业前

系深圳丽斯达公司创业期产品研发

工程师。蒋国平在职期间主创研发了

“立得消癍灵”、“小护士去死皮素”

等产品，同样领先并填补了当时行

业市场的产品空白。在研发“去死皮

素”产品的基础上，他确立了产品研

发课题：具有去油脂性黑头（包括

类似酒糟鼻状问题）的产品—鼻

贴。果然一炮打红。在1996年前后的

市场状况下，凭一款单品领军，让企

业销售规模迅速过亿。

（借此案例相信你会理解：近

年业内鼓噪的“品类元年”说法，许

多业者为何大跌眼镜。）

由此可见，开发也罢，研发也罢，

营销有营销专业的做法，技术有技

术专业的手段。无论是求证商机还

是研发产品，不具专业能力，拿不出

干货的活计就不足为奇了。2014面

膜的烂市，无疑是本土产品“假性研

发”最荒诞的报复性印证。

拿不出干货没关系，只要谦逊

学习、认真补益，以职业进取心取长

补短，增加专业能力只是时间和过

程的问题。反之，拿着“借鉴”耍任

性，拿着假性研发当逼格，个人的自

贱自轻由自己面对，个案的企业混混

生意亦各取所需，若是整个中国妆

业前仆后继地“借鉴”下去，产品价

值何以谈及？产业尊严何不失守？最

不堪的是它让专业技术价值蒙羞。

显而易见，无视对专业技术应有的

敬畏，无异于废黜了业者对主体产业

赖以发展的基本信念。

不敬畏专业是对专业愚昧
的印证

有企业前来探讨对纯植物护肤

品市场的拓展，目标要做中国“第一

植物xx护肤”品牌。

杂家领教：如何确立“第一”的

目标？对方说计划用x年的时间超过

xxx品牌的市场规模。用何方略实现

这个超越？对方列举：打算用多少

多少投资、做多少多少广告、找什么

等级的明星代言、进驻多少个渠道

的市场（包括引进xx风投）等等，如

此累加，规模可及。然而这个答非

所问的回答却让杂家不知如何继续

交流下去—他对是否跑题却全然

不知。

因为追求“第一植物护肤品牌”

与追求销售规模第一的品牌不是一

码事。他混淆了自己是要在植物护肤

产品技术上有所建树，还是要和以

植物护肤为功效诉求的xxx品牌死

磕？如果是前者，他需用相关的技术

成果证明他的植物护肤品比xxx品牌

先进在哪里。如果是后者，他不做植

物护肤品，做其他任何什么功能的

护肤品照样有可能超过xxx品牌。死

磕嘛！

智库学者将对此类现象称之为

“目的与动机的认知穿越”。坦率

地说，类似现象在本土企业群体中

不为鲜见。其中折射出的最直观判

断，就是专业能力在具体问题上的

沦陷。

所谓专业，首先是行之所知，惟

此方能知行合一。通俗说来，你确立

的什么目标，喊出的什么口号，你自

己要先明白了。不能顾左右而言他。

追求做“第一植物护肤品牌”是目

标，如何达成目标权且不论，在专业

技术方面你至少要做到对下列基本

业态的掌握：

1、国际寡头品牌中有代表性的

植物类护肤产品有多少？

2、有哪些大类哪些小类区分？

3、他们的产品诉求在技术方面

有哪些主张理据？

4、代表着植物护肤技术怎样的

发展趋势？

5、他们的共性在哪里？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分析国内

以“第一植物护肤品牌”为群体的

一二三线相关品牌现状：

A、有多少产品是追随国际寡头

品牌的；

B、有多少产品只是说说，实际

上是没有植物原料使用到产品中，

或使用很少的；

C、有多少产品是企业自己认真研

发的，他们有什么独到之处，等等。 

在做足以上基本功课的前提

下，再结合自己企业目前的“植物

护肤”产品技术状态在怎样的水准

上。与国际和国内同类产品比较有

何优势存在，有何不足之处。采取了

怎样的技术步骤在何时有望攻克。

同时联系到国家相关的法规（质监、

药监）等条款，怎样符合行业技术

20 / Special topic 

专  题

www.chinacosmetics.cn / 21

Special topic 



规范。如此等等，才是超越×××植

物护肤品牌的有效对接举措。

当对方听完上述超越目标要具

备的基本专业认知后，惊叹“那不是

要开一所研究所？！”其不知，这正

是专业人员专业做事的基本常态。

无论营销专业还是产品研发技术专

业，一个正规院校毕业的本科生都

知道：做专业的事和专业地做事，这

是必须的，也是基本的。

杂家曾在与韩国某个知名产品

研发团队的合作中了解到：在相对

规模居前的韩国化妆品企业里，工

程师研发团队每年都有确立产品研

发的项目。这对赖产品以经营的企

业而言，是正常的。做什么样的产品

能够铸就事业的机会，是办企业做

经营的基本理据。既然产品先行，研

发产品的专业团队却成了饭店后灶

的大厨，店堂小二们吆喝什么菜名

儿他就得做什么菜，这是本土企业

对专业技术知识和职业价值最荒诞

的倒置。

毋须讳言，工程师=后灶大厨

的现象在本土厂家群体中呈普遍现

象，是极其需要反思的。

更毋须讳言，假性研发的恶果，

只有依赖过度营销支撑场面。2000

年后的本土化妆品市场已得到充分

印证。扯着嗓子干嚎，无节操地营

销造势，除去折射出假性研发的空

虚外，缺失对专业技术职业素质的

敬畏，裸露无遗。

杂家在《何谓“国妆”？》一文中

指出：韩国人不做“哈日”产品，日

本人不做“哈欧”产品，至少反映出

一个商业事实：产业是有尊严的。

毫无疑问，产业的尊严建立在专业

技术尊严的基础上。企业更是如

此。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借鉴必

不可少。但不能没脸没皮地喝别人

的口水，且不觉相形见绌。所谓产

品价值和产业尊严，无不是建立在

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成果，而品

牌的价值和企业的尊严无不是同样

的相应垂范。

假性研发给产业链带来循
环性恶果

（一）职业角色变性者横行：

“公鸡孵蛋，母鸡打鸣”

多年前在《青年行为假性分

析》作者的相关论述中，领略过“自

轻自贱”和“自贱自轻”释义界定：自

轻自贱出处的本意是心理自卑，自己

瞧不起自己，与妄自菲薄释义相近。

而自贱自轻则不同：自贱在先，自轻

在后。学者从行为学研究的角度上

认为后者属于心理上不自重的行为

表现。依如东北话所说的“得瑟”。

拿着无知当无畏。将不懂装懂用任

性当遮羞布。端出“我是屌丝我怕

谁”的姿态强作高逼格状。这在时

常对产品研发指手画脚非专业技术

人员中，比比皆是。

毫无疑问，研发产品是工程师

技术人员们的活儿。除此之外的外

行人都是敲边鼓的角色。但后者大

多情况下没人会承认在专业的技术

问题面前，自己其实是个外行，是位

地地道道的“观棋”者。更无人怀疑

化妆品的产品研发除了他们之外谁

还会有什么更新鲜的招数。特别是

当类似认知在本土化妆品行业市场

内已成常态的产业环境里，绝大多

数工程师们被习惯性地挤到一旁听

“得瑟专家”们摇唇鼓舌，没谁觉得

这不正常。

杂家在过往的文章中多次指

出，类似“角色变性”现象最不堪的

恶果之一是：新入行的业者在这样

以讹传讹的业态里，对化妆品的产

品价值，对产品研发专业技术的敬

畏感，决然无从谈起，更难谈对产业

尊严的敬重。

（二）不求进取的伪命题横行：

“小企业创新，大企业拍死”

用某个概念产品炒作赚大钱

个案，是各类拒绝创新口实管用的

伎俩。类如“小企业研发，大企业拍

死”、“给他人作嫁衣裳，不如做成

熟的市场”等等谬论，无不如此。

谓之谬论，至少类似的论调在

观点逻辑上缺失常识：

A、好像所有的大企业，每天都

猫在角落里看着小企业要研发出什

么新产品。一旦成果出街，就会遭遇

大企业的一拥而上……不折不扣地

说：全然是胡说八道。

B、好像所有的小企业都是产品

创新的诸葛亮，手里攥着N多个自主

研发的产品，就是不敢露出来。一旦

露出便会遭遇不测。谬论同上。

C、大家都愿做“成熟的市场”，

这成熟的市场，不是昨天早晨突然

冒出来的吧？那么它冒出来的那一

天，是从何时开始的？除非存在这

样的情形：它冒出来的那一天，是小

企业自主研发的成果被大企业“夺

走”做成熟的。

无须赘言，假定这类伪命题有

存在的可能，那么请拿出实际案例

佐证：回望新时期过往30年的产业

历史，哪一家小企业自主研发的产

品是大企业夺走了的？小企业存有

自主研发的产品没有拿出来，理论

上存在。那么生怕大企业抢夺藏起

来，大企业抢不到，那他们是怎么

活下去的呢？这么大的企业，指望

什么生存？

必须指出，类似伪命题在本土

产业里一代一代地口口相传，并且

被相当一部分业者认为是颠覆不破

的“现实主义”真理，我们质问坚持

“假性研发”的主张者难辞其咎，倒

在其次，它折射出智商如此低级的

假定性伪命题，能够被相当一部分

本土业者疑惑和认同，恰恰是本土

产业群体在走过30年后的今天，急

需专业知识的普及，急需职业化素

质的铸造。

（三）自尊才能赢得自爱：工

程师群体应负有先进生产力

的使命感

在产品研发的问题上，话语权

交还给工程师技术人员群体，是回

归本土化妆品产业本质最重要的意

义。对具体学科技术的讨论，是工程

师这个群体内部的事情。矫正在产

品研发问题上非技术人员“公鸡孵

蛋，母鸡打鸣”的角色变性现象，是

遏止本土化妆品产业发展怪异行为

继续“传承”必须要做的拨乱反正。

构建一个健康干净、积极向上

的产业环境，工程师群体的自尊自

爱，必不可少。

现实中，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

例子：某家做洗发水的企业里，产品

工程师向老板表功：宝洁公司的洗

发水原料成本在25元/千克，他用这

个原料和那个原料替代一下，减去这

个成分减去那个成分，可以“降”到

8元/千克。于是老板喜不自禁：庆幸

自己拥有一位“懂得”为公司节省成

本的好工程师……

我们知道收废品的破皮鞋可以

溶解出“酸奶”来，并不意味着书本

上教会我们的化学专业知识可以用

来制作赚钱的赝品。我们在呼吁产

业环境尊重工程师群体，敬畏专业

技术的是先进生产力支撑的同时，

我们同样呼吁身为专业技术的从业

者，也须加强职业素质的修为。有

所为有所不为，是知识分子价值观

的灵魂核心。缺乏产品价值观的企

业难以有所作为，缺乏职业价值观

的产业人才，专业能力再过硬，也难

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敢于参与做

一款违禁成分过量的面膜，与从麻

黄素货感冒药中提炼出病毒的性质

没有二样，而这一切却是非专业技

术人员的“得瑟专家”们得瑟不出

来的。

产品价值和技术尊严，是
企业价值的第一指标

20年前小护士推出防晒护肤产

品，随后防晒护肤品就在整个行业

普及了。后来跟上的产品大多都会

说“我们的防晒品质怎样怎样好”。

事实上一些老板也确实将“品质造

就未来”确立为企业发展的理念，

没有虚。然而，后者的企业在日后

大多没有走到行业的前列，夹在几

千家本土企业的群体里沉沉浮浮一

年又一年，不为人们所关注。原因何

在？—就在产品技术的“头道汤”

不是自己熬的。

心无旁骛地用心熬出与众不同

的第一碗汤，是产品价值的直观体

现。真正意义的创新产品，必是企

业价值的第一指标。随后跟着学的，

即便把产品质量做得再规矩，充其

量不过是跟着别人后面做规矩“汤”

的产品而已。而那些连跟风模仿学

着做“汤”都不能规矩的生意人，就

连议论的意思都没有了。

《命运交响曲》的作者贝多芬

有句名言：“皇宫大臣成千上万，贝

多芬只有一个！”

第一款防晒，如此；第一款洗

面奶，如此；第一款护手霜，也是如

此……未来28世纪的行行业业依然

如此。这与互联网无关，与未来的星

球互联时代都无关。追求产品价值，

确立企业目标，务必要从敬畏专业

技术做起。在这个基点上确立认知：

任何产业抛开了产品说事，所有的角

色都是玩杂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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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今晚报》今年发布消

息说，春节临近，本市化

妆品消费市场迎来新一

轮促销热潮。大商场、购物中心的

品牌专柜以及专营化妆品的品牌集

合店，包括不少一线品牌在内，超值

礼盒、买赠等活动都颇为丰富。《今

晚报》说，在多数百货商场和购物

中心的品牌专柜，主流品牌都推出

了以“迎新春”为主题的活动。包括

日常洗护、保湿、美白以及彩妆、香

氛等几大热销品类，优惠幅度多在

10%～25%，最高的甚至达到50%。

以一家外资高端化妆品品牌为例，

其主推的一款精华液产品原价1600

元，却在一家大商场的“新春限量”

促销中仅售780元；在一家知名的化

妆品品牌集合店，只要全场购物满

1088元，即可获赠香水、眼霜等七

种产品的新春大礼，礼品价值超过

300元。据商场销售人士介绍，与往

年相比，今年春节前的化妆品促销

开始得早，且力度较大。特别是以往

主要针对会员顾客的多倍积分、专

享好礼等，今年也开始面向非会员，

消费额在两三百元，就能获得15%

或以上的优惠。从这条消息中笔者

嗅到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实体

店力争在国人消费力最旺盛的时节

抢先发力，以图高倍分抢占市场份

中国百货店仍是国际国内
化妆品品牌成长的温床 

文/陆  鹏

额；二是向消费者展示，购买名优品

牌化妆品，实体百货店、购物中心仍

是主渠道。其理由是：

品牌化妆品在实体店销售

增效明显。一项调查显示，2014年

全国绝大多数实体大百货店的日子

都不好过，多数品牌销量下降，其

中包括一直炙手可热的国际一线奢

侈品服装、鞋、包等。而唯独品牌化

妆品，作为实体百货店的“坪效之

王”，这一年的整体业绩出现了微增

长。根据中怡康对全国38座城市百

货店的零售监测数据显示，由2013

年1～11月的312.2亿元发展到2014年

1～11月的317.3亿元，零售额的同比

增速为1.7%。其中精华类产品和抗

衰功效类产品的热卖指数最高。而

CC霜成为面部彩妆中增幅最迅猛的

细分类型。出现负增长的是中端和

低端化妆品品牌。其中，中端品牌零

售量份额从2013年的47.79%下滑到

2014年的44.82%，零售量同比下降

了8.6%。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实体百货

店与网络购物开始出现分化。中高

端、优质品牌的化妆品正在成为实

体百货店的主流。细心的消费者发

现，现行的实体百货店中，单品均

价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高。2014年

单品均价已经浮动到不低于250元。

在面霜、精华、化妆水、洁面等几大

品类中，精华类和眼霜的价格上升

最明显，精华素从2013年的498元

上升到518元。在抗皱活肤、滋润保

湿、控油美白、基础护肤等五大类

型中，抗皱活肤功效的产品均价也

从402元攀升至434元。基础护肤仍

有很大优势，份额提升了9.8%。彩

妆中的BB霜、CC霜表现突出。2014

年实体百货面部彩妆市场销售中，

BB霜的市场份额为16.4%，同比增

长了23.5%；CC霜从2013年的8.3%

提升到2014年的18.2%，同比增长

169.8%。与大中型实体百货店不同

的是，即使是化妆品品牌专卖店，

销售与大中型百货实体店仍不能抗

衡。最大的问题是销量无法突破。

其原因是品牌单一，产品线不够完

善。很多彩妆企业虽把货铺到了终

端上，但由于产品系统性不强，尽管

产品不断调来换去，却始终跟不上

不断升级的市场和消费需求，最终

被消费者淘汰。

“全体验模式”是百货实体

店的最大优势。电商的兴起，激

发了消费者购物的多样性，进而引

发市场的多变性。其中电商对实体

店商的冲击，最大的品类莫过于化

妆品和服饰类。但通过近两年的尝

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感到，电商的

远距离付款购物，通常带有物流昂

贵、送货时间长、购物质量不保、网

上虚假信息泛滥、销售者资质无保

障，更不能有试穿、触摸、颜色识别

等，至于退换货也麻烦重重……电

商弊端日益显现。与电商相比，实体

店商在空间情景、人员服务、商品展

示三个方面优势突出，这些优势的

集结点就是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

配以轻松、自在的购物氛围，完全可

以让人自由地挑选商品并使消费者

完全享受到自主购物的快乐，怀念

实体店体验式购物模式在一些消费

者心中开始萌生。

实体店紧紧抓住“全体验模式”

这个最大的优势并不断延伸和细

化，通过体验式营销，从品牌、体验

和服务创新等方面，可使购物变得

舒适，增强了消费者购物时的触觉、

视觉体验，强化了与顾客营造情感

联系。不仅规避网络购物的盲点，使

其在购物过程中感到快乐、愉悦，

满足了消费者购物求个性的需求，

更让实体百货购物的体验感优势得

以充分体现。实体店在与电商的抗

争中强化体验，在去年的“双11”期

间演绎得很充分。天津的不少百货

店和购物中心，在“双11”的当天，相

继举办了“60小时不打烊”的周年店

庆活动，通过“挚诚时刻”、行为艺

术秀、DIY娱乐活动等，让消费者主

动参与、体验，均收到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营销化妆品大类，多数百货

店也包括购物中心，纷纷建立了自

己的护肤体验中心，以一种全新的

体现服务的细分路线旨在为消费者

打造“私享”服务和体验感。笔者看

到，一些商场利用办公区域开辟VIP

尊容体验中心，有密码门保护，非常

私密。赫莲娜、sisley希思黎、黛珂等

高端护肤品牌还推出了奢华美容护

理头等舱概念，主打“私享、专业、

经典、细节”的顶级美容理念。据说

黛珂美容室的护理床可随时调整客

人平躺的舒适角度。消费者在全场

消费一定金额或成为品牌会员，就

可以获赠VIP尊容体验中心的美容

体验。有报道说北京的中友百货九

层就建立了护肤体验中心，共有娇

韵诗、佰草集、SK-II等七家高端护

肤品牌进驻。赛特购物中心会员区

域也设有VIP体验中心，提供美容体

验服务。而以前消费者想了解化妆

品品牌和产品性能等没有相对私密

的场所，只能坐在柜台旁的坐椅上

试一下，这样一对一的在体验中心的

品牌服务，就是实体店最大的优势

所在。化妆品销售需要商品的附加

值—-服务这一理念，正在被越

来越多的实体百货店接受。很多百

货店都在下力量挖掘自身的优势，

并把它无限延伸和放大。通过观察

和走访调查发现，目前到百货店消

费的核心客户群，对价格其实不敏

感，他们更在意高端百货店所能带

来的消费品质和体验感。但百货店

与电商区别的核心，一是商品的保

真，二是真正商品价值的东西还体

现在优质服务上。

实体店品牌化妆品的附加值体

现在很多方面，如让消费者感到来

商场不光是买东西，还能轻松愉快

地体验到商品品牌的其他附加值。

护肤品柜台的导购之间与消费者良

好的互动和交流，随着季节调整和

年龄变化，根据顾客的皮肤状况提

供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商场内品

牌化妆品不定期在店内举行新品首

发，有资深的彩妆师巡回驻店，免

费提供美容体验等很多软服务。更

重要的是各品牌的美容体验中心

所用的产品、设施和人员配备与自

己专业美容护理中心的标准是相同

的，商场体验中心的产品也涵盖了

专柜里的所有产品。有消息说，在

实体店的精心打理下，北京中友百

货的化妆品销售连续四年在全国

排名第一。赫莲娜品牌在北京双安

商场的销售有了40%的上升带动。

品牌化妆品在实体店可得到

淋漓尽致的表演。有了好的品牌，

还要有百货店支撑，才能得到完美

的市场演绎，这是不少化妆品品牌

商的共识。君不见，就是国际一线

化妆品牌来到中国后，都首选当地

较有影响的百货店落脚，与百货实

体店亲密接触。可以说中国百货店

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化妆品品牌成长

的温床。最近有消息说，重庆新世

纪百货经销的兰蔻在该商场举办的

化妆品节上，以劲增45%的好成绩

名列榜首。这些年重庆新世纪百货

都成功引进了迪奥、娇兰、Fancl、安

娜苏和兰蔻等15个以上的国际一线

品牌，化妆品业绩一路高歌猛进，销

售扶遥直上。新世纪百货相关负责

人表示，丰富的名优品牌、舒适的购

物环境、良好的商业信誉使新世纪

成为广大消费者喜爱的购物场所。

北京隆盛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16年

的时间都在致力于个人护理品的代

理，并希望与全球范围内的高端品

牌都有合作，把一些高品质，并且可

以改变消费者健康习惯的产品带入

中国，其中欧美产品是主要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公司已代理了20个国际

品牌，共400来个单品。他们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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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护理品领域，国外的产品在品

质、技术和概念上比较领先。该公司

认为目前中国的个人护理已经处于

升级的阶段。

目前在天津的百货实体店，从去

年开始促销方式出现了些许变化，

以内购的形式进行促销已经成为天

津不少实体百货店获得尽可能多销

货额的“杀手锏”。所谓“内购”，即

是商场提前闭店，向内部员工发放

内购券，促销力度和品牌打折让利

面较对外市场既大又广，这也是内部

员工争抢的重点，着实博得本商场

员工及家属的欢迎。这种内购会的

一大亮点就是品牌化妆品多参与其

中，商场员工和家属在内购会开始，

往往多是拥挤在品牌化妆品柜台

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购买者争先选

购的也是经常难能参加打折让利的

品牌化妆品，最后是连摆在货架上

的样品和后货柜的商品均被一扫而

光。用购买者的话讲，这些品牌网上

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害怕是假货。言

外之意，买实体百货店的品牌化妆

品让人放心。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

实体大中型百货店是品牌化妆品拓

展市场的重要抓手。因为任何一个

城市的实体百货店，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它承载

着创建这座城市文明窗口的重要职

能。实体百货店要求窗口企业的每

一个员工的一言一行，面对国际友

人，代表的是中国；面对国内的客

商，代表的是这个城市；面对本市客

商，代表的是企业。因此，做诚信的

人、做诚信的事和诚信做事，更是这

个窗口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

讲诚信给实体店“锦上添

花”。最近几年，讲诚信是实体百货

店每天要求并当做必尽的义务。以

天津为例，近几年来，天津百货系统

始终不断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

管理制度为“我”所用，使“诚信”在

百货商业系统不仅有章可循，而且

随着国内商业竞争的国际化、白热

化，以及百货业面临经营同质化，诚

信与企业文化在企业经济发展中，

已成为重要的支撑与保障。实体店

不余遗力地坚持诚信并在创建诚信

上高标准严要求，坚持以推进经营

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三大创

新”为根本点；以树立“以人为本、

以诚为贵、以信为宝”的理念来提高

服务品质为切入点；以管理强化、

服务细化、环境美化为着力点；以商

品经营求错位、营销活动求出位、

强化管理求到位、服务质量求贴位

为突破点；以践行“一切为了顾客，

为了一切顾客，为了顾客一切”服务

理念为支撑点，是百货店形成独具

特色力求大发展的根本。这也是品

牌化妆品青睐实体百货店的重要原

因之一。有消息说，一些纯粹依赖电

商的外国品牌，这几年尽管经过努

力也很难打出一片天，主要就是在

中国吃了没有实体店的亏。根据专业

团购导航网站团800的统计，2014年

上半年国内网络团购累计成交额虽

然达到294．3亿元，创下半年度最好

成绩，但团购网站数量已锐减至176

家，相比2011年高峰时的5058家，存

活率仅为3.5％。

O2O模式为“重返实体店”

助力。有专家说，现如今市场发展

已进入到O2O发展的新时期，电商

的O2O靠拢实体店已成为发展的新

境界。单纯线上的营销已经不能够

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力的有效手

段，线下实体体验服务的崛起，已经

能够占据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心理。

现在，线下市场的开拓苗头已经显

露，抓好线下的市场将成为电商线

上服务与线下服务同时跟进的重要

手段。

种种迹象表明，O2O是在强调

“闭环”，大数据也只有在线下才能

形成闭环。其实O2O是把线下的店开

到线上去，线下的实体店就是O2O背

后数据的节点。据中国电子商务投

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团购

监测数据，虚假团购、退款问题、团

购欺诈、霸王条款等问题已成为网

络团购的热点。所以线上商城中，线

上采集到的数据量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因为很多线上用户，都不愿意

在注册时把自己的详细信息填写完

整，而实体店就很容易收集到用户

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喜好、家庭

状况，甚至用户的人脉等。通过线

下的实体店铺，可以把每一位客户

背后的数据资源挖掘到最深，再把

这些数据返回到线上，通过云计算

与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线

上体验，这就完成了在数据层面的

O2O闭环。 

埃森哲最新的调查发现，消费

者中出现了“重返实体店”的迹象，

或者说计划更多通过实体店进行购

物的消费者比例从一年前的18%攀

升至26%。这一趋势不仅发生在中

国，在美国等成熟市场愈加明显。

消费者回归实体店的趋势说明，实

体店的购物体验是其他渠道无法代

替的。因此，实体店要抓住这大好

时机，发挥好集聚效应，在收缩与

扩张的同时，零售商需要更大限度

地在无缝零售环境下发挥实体店的

作用。实体店与线上渠道绝不该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支持，在

满足消费者不间断购物的需求的同

时，布局更多影响消费者、方便消费

者的触点，在多渠道中发挥好实体

店的情感体验角色。即使在数字化

转型时代，实体店仍将维护好顾客

的忠诚度，发扬价格合理、产品种

类丰富和多年积累的信任感等传统

优势发扬光大。

细节服务为品牌化妆品联姻

实体百货加码。从各地反馈的情

况看，不少百货店在大力度促销时

推出许多贴心和亲情服务，并在细

节上下工夫，使顾客进店购物更加

放心、暖心。考虑到消费者的多样化

需求，多数百货店都在总服务台前

预备了便民手推车和为行动不便的

顾客准备轮椅。高端百货店对抱小

孩的顾客还推出租借婴儿车服务。

外资百货替顾客想得更为周到，不

仅为带儿童的顾客提供亲情环境

的休息场所，更为陪女士逛商场的

先生准备了免费书报杂志阅览室。

“3·15”期间多数化妆品品牌邀请

美容顾问和美容师现场为消费者答

疑解惑。除此之外，天津市的大中型

百货店在传统节日之外自造节日，

推出以化妆品、服饰、皮具、鞋类、

珠宝、运动品等为噱头的节日促销

大展大卖。对于品牌化妆品，不断

推出多种形式的美容讲座培训班，

现场为顾客美容，发放试用妆等，为

平日销货淡季添彩。

深层次分析，尽管实体店受到电

商的冲击，但实体百货店并不坐以

待毙，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百货店

开始向以消费者为主导，以信息技

术的进步为纽带，搭建并形成“超级

店+社区店+网店(PC+移动)+物流

配送网”的一个全渠道架构。其中

精细CRM管理和维护VIP顾客系统，

是解决当前同质化竞销的好方式，

特别是当前多数百货店都在强化和

提高品牌集合度，下力量整合VIP顾

客资料库维护，更使百货店获得顾

客欢迎、争取回头客有效的便捷路

径。目前国内有部分大商场已开始

着手对传统门店进行改造，目的是

根据智能手机应用客户端来对VIP用

户进行消费跟踪，使顾客一进店门

就会自动将手机做WIFI登陆，出门店

时，可以选择在实体店提货或是在

家收货，这将迎合年轻一代消费者。

体验的营造必须深入到实体店经营

的每一个细节中，消费者所看到的、

听到的、触摸到的、品尝到的，都能

够让他们感到舒服。这就是笔者给

出中国百货店仍是国际国内化妆品

品牌温床的几个理由。

《中国化妆品》联手德国《COSSMA》共同推出
旨在介绍全球化妆品业先进、高端、引领发展方向

资讯的刊物。敬请业内人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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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形势与挑战

天然与有机产品市场
在本年度化妆品原料展市场趋势介绍会（In-Cosmetics Marketing 

Trends Presentations）上的免费教育项目中，来自有机观察、欧洲有机化妆品

认证机构、英国土壤协会、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等机构的专家将就天然及有

机产品认证的当前形势展开研讨会。

受
到日益流行的健康生活

理念、越来越常见的有

机原料及消费者不断增

长的需求等因素的驱使，天然及有

机产品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强劲的

革新势头使其可与主流公司在同样

稳固的基础上分庭抗礼。

目前，天然化妆品这一领域的

规章制度问题尚未解决，因为这类

产品认证的法律要求还没有确立。

天然及有机化妆品方面既不缺认

证，也不缺机构。目前走在前面的

是欧洲—他们有国际生态认证

中心（COSMOS）这个五家领先认

证机构的合作伙伴协议。这五家

领先认证机构分别为法国爱科赛

尔认证（Ecocert）、药品，个人护理

品，营养食品及化妆品的德国工业

及商业联盟协会（Bundesverband 

D e u t s c h e r   I n d u s t r i e   -  U n d 

Handelsunternehmen，简称BDIH）、

英国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

法国天然有机化妆品专业协会

（L'association  Professionnelle  de 

la Cosmétique Naturelle, cologique 

et  Biologique，简称Cosmebio）和意

大利伦理与环境认证协会（Istituto 

per  la  Certificazione  Etica  ed 

Ambientale，简称ICEA）。其他著名

机构还有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有机

化妆品认证机构（NaTrue）和来自美

国的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简称NSF）。

英国土壤协会贸易关系经理

Emma  Reinhold评论说：COSMOS仍

努力保持着各方的和谐现状，并且五

家合作方要为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

有机产品品牌做认证工作。她主张：

“不追求和谐的做法有悖常理。如

果我们作为一个行业希望市场能够

成长，那么建立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

COSMOS标准能减少繁琐的手续并帮

助消费者能够在他们购买的美容产

品中做出有理有据有了解的选择。

COSMOS各家合作伙伴已做出决

定，从二○一六年开始，将停止为符

合某伙伴自家标准的化妆及梳洗用品

颁发认证。“自即日起任何受某合作伙

伴标准约束的产品如果需要重新配方

则必须有COSMOS标准的认证。”

欧洲有机化妆品认证机构
关于消费者观念的研究

与COSMOS齐头并进的是欧洲

有机化妆品认证机构。这是始建于

二○○七年十月的一家非营利性

组织。欧洲有机化妆品认证机构的

标签对十三类产品的三个不同水准

的认证设定了严格的标准。目前有

四千种产品带有欧洲有机化妆品认

证机构认证标识。最近，该组织开展

了一项新研究课题，主题是《探讨

天然有机化妆品的界限》。这一课题

的研究内容发表在二○一四年十一

月份，重点关注了消费者对天然有

机化妆品期待的重点、购买的动力

以及对产品的理解。这项研究的诸

多目的之一是解决消费者的困惑，并

且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消费者在一片

“漂绿”海洋中认清自己的需求。

这项研究涉及九百位二十五到

六十五岁的女性，她们分别来自法

国、意大利、德国、瑞典、波兰和英

国。该报告指出，百分之七十五的女

性知道天然和有机原料有区别。不

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女性

（百分之二十九）感到她们真正了解

区别在哪。了解天然和有机原料最

多的是瑞典人，有百分之五十一的

女性都知道。该研究认为，天然有机

化妆品对驻留类身体护理及婴幼儿

护理产品尤其重要，而对可快速冲

洗掉的洗发液沐浴露这类需清洗的

产品来说则差一些，所以关注人工

原料意义并不大。

该研究也注意到北欧与地中海

国家地区公众认知的地区性差异。

北欧人认为天然有机化妆品更加柔

和、纯净、清新，或者说更贴近“自

制”产品，并且这类产品更加注重原

料、组成、气味及颜色。地中海国家

用户的关注点则更加宽泛，比如包括

货架寿命、安全性及市场营销。

研究指出了消费者的一大困惑：

造就纯天然或有机产品的要素是什

么。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的是一

个问题：在考虑一个配方是否为全

天然或有机时，是否需求为水做认

证？起初，消费者觉得这是个好主

意，但在考虑到一些问题后就不那

么确定了，比如水质的问题，还有需

要使用泉水，还是使用过滤水或自

来水。不过，人们并不认为给水做天

然或有机认证会产生增值。

天然有机化妆品的创新
Weleda公司为Wild  Rose、Sea 

Buckthorn和Citrus润肤霜设计了自己

的瓶中袋系统。它是通过新科技与

传统有机原料结合来制造创新产品

的典范。与多数传统抽气系统相反

的是这款润肤霜可以在使用时不让

空气进入瓶中。这一点对保证产品

的持久保质至关重要，因为Weleda

在任何一款产品中都不使用合成防

腐剂。

Pai  Skincare有英国土壤协会的

认证。这家公司有非常明确的护肤目

标——为一种皮肤问题提供一种解

决方案。公司引进了一款爽肤水，旨在

取得准确的pH与生化都达到平衡的健

康肌肤，并且含有从土地中取得的丰

富的氨基酸与矿物质，而这种植物本

身能够提供良好的肌肤改善性能。

Dr.  Hauschka（德国世家）检查

皮肤状况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方法，

而不是把皮肤归类，如敏感性皮肤、

干性皮肤或疤痕皮肤。这四百种原

材料，只要可能的话，都是有有机认

证或德米特认证的生物动力原料，而

且通常都是手工加工而成。现在，公

司正努力把自己的棕榈油乳化剂替

换成用其他原材料制成的乳化剂。比

如，公司使用有机椰油提炼出的甘油

代替传统的棕榈油。即使价格高了

很多，但是他们仍认为这些投入是值

得的，因为保护环境与推广有机作物

种植是公司的核心准则。

Lavera（拉薇）创造了他们自己

的护肤产品，并且将用新原料或当

下流行的有机新产品重新研制配

方，比如说他们的有机BB霜。最近

新添加的成分还包括越橘和阿甘

油、石榴、巴西坚果和枫叶糖浆。为

了让产品遵从纯素主义理念，牛奶

被替换成杏仁油。

Jason Natural Care公司称自己研

发了第一款有认证的无谷物蛋白的

美容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符合一

项严格的无谷物蛋白标准，其含量不

到百万分之十，而且不含香料。尽管

尚无证据显示谷物蛋白会引发腹部

皮肤刺激，然而公司仍坚持有数不清

的故事说人们因皮肤的反应而痛苦。

他们的无谷物蛋白产品有洗发液、

护发素、沐浴露、洗手皂、护手/护肤

霜，还有一款无谷物蛋白的面部皮肤

护理系列产品正处于研发过程中。

本年度的化妆品原料展将在四

月十四日到十六日于巴塞罗那召开。

这次有关天然有机产品标准的研讨

会将在市场趋势讲堂举行，日期是

展会的第一天，即十四日。与会专

家有英国土壤协会的贸易关系经理

Emma  Reinhold、欧洲有机化妆品认

证机构主席助理Julie  Tyrell、有机

观察（Organic monitor）主席Amarjit 

Sahota以及北美美国全国卫生基金

会农业部主席Jaclyn Bowen。

Imogen Matthews

化妆品原料展顾问

牛津  英国关注可快速冲洗产品中的人造成分意义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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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杏仁油代替牛奶可使产品
遵从纯素主义理念。

五家国际生态认证中
心的合作伙伴认证了
全球超过85%的自然
有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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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德国化妆品与家用产品市场

稳步增长

二
○一四年，在德国的食品

与百货商店里，消费者每

花出八欧元，就有一欧元

（即百分之十二点五）是用在美容

与家居护理产品上。这些产品的生

产厂家在二○一四年的营业额达到

了一百三十万欧元，也就是比上一年

度增长了二亿一百万欧元（即一点六

个百分点）。

这一可喜的增长反映在了最强

劲的类别中—护发，增长了百分

之零点八；肌肤与面部护理增长了

百分之零点九；口腔与洁齿产品增长

了百分之二点四；色彩化妆品（如唇

膏、面部化妆品、指甲油等）取得了

二○一四年，美容护理和化妆品再加上家用产品迎来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化妆品的增

长与IKW（德国化妆品与洗涤产品行业协会）的预测相一致—增长了一点六个百分

点，达到了一百三十亿一千万欧元，不过家居护理产品的增长只有零点八个百分点，达

到了四十三亿四千万欧元。

凭借百分之五点五的
增长数字，色彩化妆
品交出了一份令人满
意的答卷。

百分之五点五的销售增长，继续巩

固了与上一年度同样的该类别支柱

地位。香水、沐浴、淋浴、足部护理

及除臭产品也取得了比上一年度更

好的销售成绩。销售额回落的有肥

皂、洗洁精、剃须前用品、剃须后用

品、脱毛剂等。在二○一五年，整个

美容产品类别销售额预计将取得百

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长。

各类个人护理产品面面观
护发产品继续成为美容产品中

最大的类别。该类别销售额达三十亿

四千万欧元，占总额的四分之一，但

其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八，低于平均

水平。

第二大产品类别是肌肤与面部

护理，销售额是二十八亿二千万欧

元，占超过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这

一类别的增长同样也低于平均水平，

为百分之零点九。

颜色化妆品的销售额是十五亿

六千万欧元，占百分之十二的市场份

额，在总额中为第三大类别。事实上，

经过动态增长后，颜色化妆品的销售

额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五。口腔与洁

齿产品也有所增长，营业额为十四亿

欧元，增长二点四个百分点。这无疑

超过了平均水平，占市场份额百分之

十一。

女士香水取得了销售额十亿

四千万欧元的成绩，增长率为二点四

个百分点，超过平均水准，占市场总

量的百分之八。

谁在做美容产品的零售？
美容护理产品平均到每个消费

者的销售量在二○一四年有了明显

增长，这一增长则可回溯到每次买

卖更高的花费中。不过，买卖的频率

仍维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准上。此外，

有很大一部分美容护理产品的销售

是在药店之类的店铺完成的，而这

一部分销售量在二○一四年仍继续

增长。

在各家硬折扣店里，就个人护

理这一类别产品来说，为业务带来

预期增长的既不是德国阿尔迪超市

（Aldi）的名牌产品列表，也不是对

他们“自有品牌”更多的关注。

另外，剩下的折扣店毫无疑问提

高了他们美容护理产品的销售量。

Netto和Penny两家超市采取了这样的

策略：在品牌列表里加入更多品牌并

分发更多促销宣传单。目前这一策略

已有成效。

促销频率最大的产品有护发、淋

浴、除臭产品。促销产品中增长最强

劲的出现在价格更高的范围里，如颜

色化妆品和香水，它们在药店的促销

力度很强劲。

与上一年度相比，促销产品里有

回落的只有洁齿和口腔护理产品，因

为前一年有更多的促销活动。

虽然价格压力一直在增大，但高

成本的新发布产品的目标是更高的

利润。多数类别更高的促销压力和价

格战导致了盈利与销售量相比较为缓

慢。对某些类别的产品来说这一点在

发布高成本的新产品（或系列产品）

上实实在在地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

例如，虽然香水类产品更加卖力地促

销，但也只能维持它正常的价格。目

前，让产品价格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

的正是一些大众精品类别中成本较

高的新发布产品。

图片提供／Anna Subbotina, Shutterstock.com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市场中的高

端产品并未完全抵消消极的价格波

动。此外，为降低交易价格，更高的

促销预算拉低了正常价格。

我们能看到淋浴用品也有类似

情况。

在洁齿和口腔护理这一类里，更

低廉的促销定价也以相反的方式影

响了单个商品定价。在这类产品里同

样有价格高昂的新发布产品造成了

更高的产品定价。同时，过满的包装

和更大的合装包也导致了每升产品

价格略微走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足部护理市

场的价格定位。在这个相对小型的产

品类别里，因为新技术得到了宣传，

使生产商提高了产品价值并加大了产

品的销售量。

虽然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提

高了产品的价值，但得到人们认可的

几家品牌仍不得不与商店的“自有品

牌”产品相竞争。

在淋浴产品和肥皂的这个类别

里，“自有品牌”已经占有了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不过在刚刚过

去的十二个月里，因为名牌产品的更

加低廉的价格及大力推销，“自有品

牌”发现他们与名牌产品的价格落入

了同一个档次，并且会在将来面临更

多困难。

另外，和除臭产品一样，洁齿和

口腔护理产品也看到降阶导致了有

价格意识的消费者转向了“自有品

牌”产品。

不过，“自有品牌”的销售并不仅

仅依靠价格。比如说，它们会同肌肤

与面部护理产品以及天然美容产品

自有品牌一块进驻药店，并为天然化

妆品的持续成功添砖加瓦。

天然化妆品的强大优势
除技术创新外，美容护理业务增

长的第一个动力是天然化妆品，而且

这仍是一个重要趋势。近年来这一类

别产品的增长势头与传统化妆品及

“近天然”化妆品相比要迅猛得多，

甚至每年的营业额比“近天然”化妆

品更多。

养成天然化妆品强有力的增长

势头的不仅有人们日益上升的需求，

还有生产商各种大型的活动。范围扩

大，营销预算（包括电视广告）增加，

而且在综合性商店里天然化妆品的

配额也大大地增加。在二○一四年，

天然化妆品几乎所有分类的产品都

迎来了两位数的增长。尽量传统化妆

品仍获得了化妆品市场百分之八十六

的盈利，但近自然产品的销售情况却

又一次跌落，并且它的增长水准首次

列于传统化妆品以下。

家居护理：基本恒定
二○一四年家居护理产品的销

售达到了四十三亿四千万欧元，也就

是说比上一年度增长了三千四百万

或零点八个百分点。最大的产品群体

（普通型、完全型和带色型洗衣液）

有了百分之零点九的增长。另外，优

质特效型洗衣液则下跌了百分之一。

凭借百分之二点三的增长率，织

物柔软剂保持着自己在二○一三年

的积极发展势头。这些赢家产品还

有洗洁精、家用清洗剂和家用空气清

新剂。

与之相反的是起居室清洁剂、皮

革清洁剂及汽车清洁剂的数据和上

一年度持平或稍低。IKW协会估计家

居护理产品将会在目前数据基础上

增长一到二个百分点。

家居护理产品详述
普通型、完全型和带色型洗衣

液占有该大类产品超过四分之一的

份额，并且其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

九（略高于平均水准），达到十一亿

七千万欧元。

如果把优质特效型洗衣液、清洗

助剂及织物柔软剂归入普通型和带

色型洗衣产品中，则这一大类将占据

整个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织物柔软

剂的增幅为百分之二点三，达三亿

一千八百万欧元，而优质特效型

洗衣液及织物柔软剂总的说有轻

微下跌，跌幅为百分之一，分别跌

至一亿九千五百万欧元及三亿零

六百万欧元。

第二大类别是家居清洁产品，销

售额为八亿七千二百万欧元，增幅为

零点九个百分点。该类别产品占市场

份额的五分之一。

洗洁精占市场份额的六分之一。

百分之一点三的增幅将营业额累积至

七亿零二百万欧元——

高于所有家居护理产品

的平均水准。

Thomas Keiser
IKW总经理

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Rainer Anskinewitsch
信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德国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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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化妆品在2014年所
有产品类别中达到双倍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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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土洗发水品牌已经“染

指”的“无硅油概念”是

否已经成熟？这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思考？

来自市场的信息显示，目前国内

洗发水市场有九成产品都含有硅油

成分，其中不乏美发大牌。

从1986年宝洁推出二合一香波

之后，许多年内硅油这一“秘密武

器”都为宝洁在洗发水市场赢得半

壁江山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也

引起几乎所有洗发水品牌的竞相追

逐。记者走访SOGO、华联、京客隆、

无硅油无疑是当下国内洗发水行业最火的概念。美涛、潘婷、伊卡

璐、惠润、施巴、施华蔻、丝蕴、丝蓓绮等国际品牌纷纷加入战团。本土品

牌也不甘示弱，贝德玛、资生堂、自然而然等品牌也纷纷推出无硅油概念

洗发水。在更新换代的消费市场上，品牌将新品的卖点诉求都集中于“无

硅油概念”上，注定中国洗发水市场迎来新纪元！

2015无硅油洗发水市场的变化
文/小  迅

家乐福、美廉美、大悦城等各地大型

KA卖场以及中小型超市发现，常见

的施华蔻、飘柔、沙宣、潘婷、海飞

丝、清扬等品牌的洗发水几乎清一

色含有硅油！令头发柔顺的使用体

验，一度也让消费者趋之若鹜。

但是，近年来网上开始流传“含

硅油洗发水容易使头发干枯受损，

甚至导致脱发”等说法，一时之间，

人心浮动。事实上，硅油的确有不溶

于水的特性，它可以瞬间形成保护

膜，起到保湿锁水及顺滑的作用。

而此特性恰恰又是被质疑的焦点，

有言论认为它正是导致毛囊堵塞的

“元凶”。

然而，专家对此说法比较谨慎，

认为硅油是否会阻塞毛孔以至于造

成脱发，目前尚无理论验证。但同

时，也并无数据支撑“无硅油洗发水

不会造成脱发”这一观点。虽然并

无理论支撑，但无硅油概念的确更

符合当下绿色消费的流行趋势。

事实上，即便对“硅油导致脱

发”这一论点最不屑一顾的专家，也

会基于硅油的不溶于水的特性而向

消费者建议不要长期使用一个品牌

的洗发水，要“三个月一换”，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洗发水品牌构建

消费者忠诚性的基础。

揭开“无硅油概念”的真相
“无硅油”洗护发产品忽然以

“黑马”姿态在日化市场上突起，主

打健康养发理念，与占洗护发产品

市场90%以上的“含硅油”产品形成

针锋相对之势。不过，“无硅油”产

品真有那么健康吗？或者说，“含硅

油”产品真的有那么不健康吗？让我

们揭开它的真相！

了解“无硅油”洗发水还要从硅

油说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硅

油是一种封闭剂，一种不同聚合度

链状结构的聚有机硅氧烷。它是由

二甲基二氯硅烷加水水解制得初缩

聚环体，环体经裂解、精馏制得低环

体，然后把环体、封头剂、催化剂放

在一起调聚就可得到各种不同聚合

度的混合物，经减压蒸馏除去低沸

物就可制得硅油。硅油经常添加在

洗护发用品里，让人使用后头发触

感很好，秀发会因添加了这种物质

而变得柔滑无比。在化妆品中与许

多组分有高度的相容性，降低产品

的黏腻感，作共溶剂、固体粉末分散

剂，用于清爽型膏霜、乳液、洗面奶、

化妆水、彩妆、香水，尤其是洗发水

中，含硅油最常见！

“无硅油”到底有什么好处

呢？首先或许应该先了解一下为什

么目前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洗护发产

品都会用到硅油，以及硅油本身的

优缺点。

无硅油洗发水上位，含硅
油洗发水将退位？

你或许对洗发水产品成分中的

大多数都雾里看花，但若想了解它

是否含有硅油，只需在成分中看一

下是否有“聚有机硅氧烷”这个词

即可。这个词可见于强调“多效护理

型”洗发水，以及二合一洗护一体的

洗发水的成分表之中。而多效洗发

水的卖点之一就是可以营养秀发，

并让秀发柔顺光泽，易打理—添

加硅油的意义！

为何洗发水中要用到硅油？其

主要功能为：减少摩擦、让秀发变得

顺滑、保护头发、提升亮度、增强美

感。具体说来，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

蛋白，如果将头发丝放大，就可以看

见头发表面布满参差不齐的毛鳞片，

如同鱼鳞一般。洗发是为去除头发

及头皮上的灰尘和多余油脂，但水

和去污用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会使

头发丝吸水膨胀、湿润、变软，同时

附着于毛鳞片外起到润滑保护作用

的油脂也被洗去。如果有毛鳞片受

损翘起，就会增大头发之间的摩擦

力，导致头发纠缠，相互的摩擦又进

一步加剧毛鳞片损伤。此外，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也会吸附在头发上，电荷

同性相斥，头发变得毛糙不堪。

这时，头发便需要油脂的润滑，

以减小梳理头发时造成头发损伤的

几率。古代女人用桂花油梳头，如今

人们用硅油。硅油的作用也恰恰在

于能够附着在发丝之上，填补毛鳞

片受损的部位，使头发的表面变得

更平滑，带来发质“修复”的效果，

使头发更加强韧易梳，光滑亮丽。

此外，硅油形成的保护层还能明显

保持头发内水分含量稳定，起到护

发效果。

而关于硅油的缺点，比较流行

的一个说法是：如果洗发水中含有

硅油，会让之后的护发品无法进入

头发中。头发得不到营养，而且下一

次使用时，原先已经包覆在发丝上

的硅油无法被彻底洗净，反而会随

着使用的次数增多一层层地不断包

覆住发丝外层，造成头发厚重并逐

渐丧失弹性、毛孔被阻塞而无法呼

吸。透氧不足的结果就会是影响头

皮健康甚至毛囊逐渐萎缩，而且头

皮也容易发痒，甚至可能并发头皮

发痒、落发、脱发的后遗症。

基于以上对于硅油成分的优

缺点分析，有部分日化行业专家判

断认为，所谓的“无硅油”洗护发产

品，其实“概念营销”的色彩会更

多。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护发素上打

着“无硅油”的旗号，但产品成分中

依然有“聚有机硅氧烷”这个成分！

那么，主打着“无硅油”旗号的产品

是否真的“无硅油”就有待市场的规

范了！

无需谈“硅”色变
那么，含硅油洗发水究竟是否

会造成头发干枯、脱发？其实，对

于含硅油洗发水与不含硅油洗发水

的利和弊，市场有两种声音，专家也

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倒硅派”和“顶

硅派”。

“倒硅派”的声音：

据调查，在目前的中国消费者群

体中，每3位女性消费者中就有1位

消费者被严重油性发质困扰，而油

性发质的根源是头皮易出油，这和

个体的新陈代谢、饮食习惯、环境污

染等因素相关，同时有部分消费者

又因紫外线损伤、梳理损伤、不当的

吹拉染烫等外界因素而产生发丝及

发尾干涩的问题。

头皮油、发丝干的矛盾令很多消

费者感到在选择产品时进退两难：

选择传统控油洗发水，会使发梢更

加干涩；而选择传统滋养洗发水，又

会给头皮造成二次负担，造成头发

扁塌。为此，很多品牌为了满足这部

分人的需求，推出了含有硅油的洗发

水，一瓶双效，让发根净爽不油腻，

发丝水润不干涩。然而，由于这种硅

或者二甲基硅氧烷的化学物质，把

毛鳞片之间的空隙填满，所以洗完

头后头发是很顺滑，但是由于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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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水性和惰性，会堵住毛孔，容易

使人头皮发痒，甚至脱发、掉发。

其实那些护发素、焗油膏、营养

油等美发品中的硅油的含量更多。

比如发廊里讲的焗油，焗的就是硅

油。硅油无害，添加在洗发水里，主

要对头发起柔顺作用，但它不溶于

水，容易成膜，包住毛孔。洗头的时

候再怎么冲水，头发上都会有一定

的残留，所以才能营造出柔顺的感

觉。但长期使用含硅油的洗发水，头

发会失去弹性，毛囊被堵塞而无法

正常代谢。如果长期只用一种洗发

水，同一种硅油在头发上沉积多了，

就会出现越洗越油、头洗得越勤快

问题越严重的情况。

“顶硅派”的声音：

大部分洗发水中会添加少量的

PDMS，希望在清洁头发的同时达到

一些护发效果。但其实，就像这样

的产品的护发作用很有限一样（用

完头发还是很毛糙的有木有？）它残

留在头皮上堵塞毛孔的可能性也很

低。因为洗发水中添加的PDMS含量

很少（1%以下），在起清洁作用的表

面活性剂作用下、加上大量水的冲

洗几乎都消耗殆尽。而护发素、发膜

这些含有较多硅油的冲洗型调理产

品，一向是不被推荐用于头皮上的，

只要涂抹在发梢及以上部分就好。

一是可以减少用量；二是发根部位

的毛鳞片损伤较少，不需要使用这

些产品；三是可以减轻发根的油腻

感与沉重扁塌。

而面对于市面上以无硅油为卖

点的洗发水，专家认为：“无硅油”

洗发水这一概念宣传的成分居多，

并不意味着其比含硅油洗发水更高

级。无论是否含有硅油，选择适合

自己发质的洗护产品是最重要的。

如果发质本身细软，容易油腻、扁

塌，缺乏蓬松感，就可以选择无硅

油的洗发产品。如果头发烫染损伤

严重，干枯、不易梳理，还执著于追

求无硅油的洗发产品，显然就不适

合。聚二甲基硅氧烷（硅油）本身

无害，比较稳定。多数洗发水聚二

甲基硅氧烷的添加量很小，洗头发

时，经过大量水冲洗，残留在头皮

上堵塞毛孔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目

前倡导的科学的洗发方式是“洗护

分开”，即把清洁和护理的步骤分

开，不必一步完成。洗发时尽量不要

直接把洗发水涂抹在头顶部位，不

要直接接触头皮。

而“含硅油”的产品并不对人

的健康有实质性危害，“无硅油”产

品也并不那么神乎其神，只能说是

各有优劣，消费者应该根据自身发

质特点和需求来进行选择。而对于

品牌和厂商来说，运用“无硅油”的

概念会有利于品牌和产品的差异化

定位，特别是作为国产品牌，可以与

宝洁等国际品牌形成一定的区隔，

这种意识也是无可厚非的。“无硅

油”并不等于这类产品的性能相对于

“含硅油”产品具有任何的优越性。

而硅油是国际国内日化行业通行的、

合法的添加物，“含硅油”产品并没

有被事实证明有明显缺陷，只能说

不同的添加物各有优劣，不能绝对

化地一概而论。虽然“无硅油”品牌

可以自我宣传，但不能反过来宣扬

“含硅油”产品具有危害性，否则就

将涉嫌“贬低竞争对手”，违反我国

广告法有关不正当竞争的规定。

编者后记：
面对如此火热的“无硅油”洗发

水市场，当下消费者和部分从业者

对于洗发水行业炙手可热的“无硅

油”概念的理解都存在一定误区，

洗发水中是否使用硅油配方，应根

据产品功效设计制定，而不能“为

无硅油而无硅油”。目前各大国际品

牌纷纷抢滩“无硅油”市场并非意

味着“无硅油”概念已经获得消费者

认可，而是这些国际品牌担心“无硅

油”真的获得消费者认可以后自己

在这一领域却毫无作为。简而言之，

当下的“无硅油”市场还处在试探阶

段，消费者并未完全认可，而国际品

牌的大规模抢滩，只是为未来“无

硅油”市场成功的这一可能性买单

或占座。“无硅油”配方更加适合油

性发根人群，它能带来更加清爽的

感觉和效果。因此头皮油、发丝干这

类中国女性，最好选择“无硅油”配

方的洗发产品。

此外，最好经常更换使用洗发

水，不同的洗发水，一种硅油能把另

一种硅油洗掉一部分，也就是不会

同一种硅油沉积太多。所以洗发水

品牌要常换着用，至少三个月换一

换，或者家里同时备上好几种不同

牌子的洗发水轮着用，当然，家里更

需要备一瓶“无硅油”洗发水，至少

每周使用一次。

国际产品发布

丝
芙兰的慢性美黑保湿

水产品Sephora  Solaire 

Eau  Bronzante  Progressive 

Visage据说可以让肌肤发红，并在使

用过程中持续增强。此产品易用、轻

盈、不黏稠，迅速干爽，且干爽后表面

无条纹。它的特色是使用了天然保温

原料HydroSenn+，据说种原料比透明

质酸的效果更好。

MiMC公司的天然增白矿物粉质

防晒霜，防晒指数为50/PA+++，呈

透明白色（MiMC Natural Whitening 

Mineral  Powder Sunscreen SPF 50/

PA+++  in Clear White），据该公司

宣传称这是一种三合一防晒产品，

有瞬时增白功效并提供晒后治理疗

程。这款医药部外品配方产品还含有

如下成分：一种维生素衍生原料，可

通过抑制黑色素来防止暗斑和色斑

的生成；东方草本萃取精华，可防止

肌肤发红；天然矿物粉，表面有橄榄

角鲨烷，可保护肌肤免受紫外线辐射

并保持其水合性。MiMC表示本产品

可掩盖肌肤的缺陷，使肤色顺滑且粉

底更加持久。该产品限量版带粉扑以

供随身携带使用。

为响应皮肤暴露在寒冷、多风、

日晒的天气的特定需求，Kiko发布了皮

肤专业冬季补湿系列产品（Kiko Skin 

Professionals Winter Rescue）。该系列的

手部和唇部冬季香脂产品—手唇

修复及守护卫士（Tratamiento Reparador 

y Protector Específico para Manos y 

Labios）既是一款手部修复精华霜，也

是一款唇部香脂产品。它有活性成分，

可缓解干燥及皮肤皲裂的现象。该产

品含防晒霜成分，卖点是含有复杂的

活性成分和一种生物科技配方，可保

持适当的皮肤含水水准并增加皮肤

本月，由Mintel公司美容及个人护理研究部门（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Insight）领导Vivienne Rudd来为我们

展示二○一四年度最具革新精神的几件精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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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雅提蜜诗舒缓面膜产
品的设计理念是阻止自由基
破坏的连锁反应。

天然的自卫能力。它轻盈的纹理可迅

速吸收水分。

身体护理系列产品吉尔斯图尔

特Jill Stuart Relax Tuberose & Rose秉

持其“浪漫地放松”的理念，以利用

晚香玉和玫瑰花香来放松作为卖点。

它的限量版产品水性丝滑防护卫士，

防晒指数50+/PA+++（Aqua Chiffon 

Protector with SPF 50+/PA+++），是

一款有凝胶质感的防晒洗液，可沿着

皮肤表面不断扩散。该公司宣称此产

品可保护皮肤免受紫外射线的侵害。

此产品在使用后表面呈半透明质感，

既没有任何粉状残留物，也没有黏腻

感。这种轻质配方含一些湿润成分，

其中有白草莓萃取物、芒果籽油和抗

炎症枇杷叶萃取精华。这些成分可减

缓紫外线射线引发的皮肤损伤。

新制配方的面膜产品高丝丝魅

宝Kosé Cosmeport Clear Turn White 

Mask含有维生素原B5，可减少因干

燥，透明质酸、SPA水和天然湿润因

子GL造成的细纹，进而使肌肤湿润丰

满。这款面膜在面部贴合很轻柔。

瑞士雅提蜜诗晒后护理系列产品

（Artemis of Switzerland More Than 

After  Sun  range）以瑞士细胞保护复

合物（SwissCellProtect Compound）为

卖点。此复合物含抗炎性火绒草萃

取物，有抗氧化、抗炎症、抗菌性能，

并有最新一代保湿增强剂。该系列中

的舒缓面膜产品Gesichtsmaske含芦

荟成分，其设计理念是在视觉上放松

肌肤，平衡光线与环境影响的效力，

并阻止自由基破坏的连锁反应。

Vivienne Rudd

Mintel公司个人护理研究部门

领导

伦敦，英国

丝芙兰的慢性美黑保湿水
产品可让肌肤发红，并在
使用过程中持续增强。

MiMC公司的三合一
粉质防晒霜，有瞬时
增白功效，并提供晒
后治理疗程。

为响应皮肤暴露在寒冷、多
风、日晒的天气的特定需求，
Kiko发布了手部和唇部冬季
香脂产品。

吉尔斯图尔特的防晒洗
液含有白草莓萃取精
华、芒果籽油和枇杷叶
萃取精华。

高丝丝魅宝的面膜在面部贴
合很轻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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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预估，日晒护理产品消

费者在二○一五年将在

日晒护理产品上消费超

过百亿美元，但就美容产品总体来

说，这类产品仍有潜力可挖，因为它

将只占美容与个护产品总量的百分

之二，而且在护肤产品中也只占百分

之十。此外，尽管拉丁美洲的增长率

一直为两位数（二○一三年接近百

分之二十），而且这类产品也迈进了

获利颇丰的亚大市场，但它仍没能

完全补偿自己在西欧和北美市场持

续的下滑。最终，日晒护理产品在二

○一三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四，

与二○一二年的百分之五点六相比

有所下滑。

日晒护理产品走进新时代

尽管有些地区日晒护理产品正原地踏步，然而在有些市场我们还是能

看到这类产品正蓬勃发展。Nicole  Tyrimou在文章中分析了我们能从哪

些部分看到最快的增长，还有什么样的产品样式能为这一市场带来帮助。

到二○一八年，防晒产品预
计将达到到占日晒护理产品
总量的百分之九十。目前，该
系列产品仍然是日晒护理产
品中最大的一类。

日晒后产品的附加
功能包含了延长美
黑功效时间以及美
黑功能最大强化两
种技术。

太阳在拉丁美洲升起
虽然在二○一三年西欧仍是

领先区域，但到二○一八年它将落

后于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将急

追猛赶。按预计，到二○一八年，拉

丁美洲将为日晒护理产品十八亿美

元的增值中添加超过十亿美元的

份额。其中，巴西将贡献最大的份

额——日晒护理产品超过九成的绝

对增长值。

在过去五年中，拉美国家的增长

率已达到二位数，在二○一三年便

已达到超过百分之二十。巴西则在二

○一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原因

是过度日晒对健康的害处促使消费

者加大了防晒产品的用量。虽然防

晒产品在夏季几个月（在巴西是十二

月到二月）的使用量最大，但有越来

越多的使用者全年都把防晒产品当

成每日的例程化妆品之一。最新的

创新产品促进了增长，包括带附加

功能的快干喷雾，这些附加功能有

来自妮维雅（Nivea）的清新、冷却和

/或水合功能。这类创新产品代表

有妮维雅防晒清新喷雾（Nivea  Sun 

Protect  &  Fresh  Spray）和妮维雅

防晒保湿喷雾（Nivea Sun  Protector 

Solar Spray Hidratante）。

但在西欧与北美落下
有防晒功能的护肤与彩妆产品

崛起造成了消费者用多功能护肤与

或彩妆产品代替日晒护理产品使

用，尤其是在日常使用时。这类产品

更高的性价比、简单易行的配制方

法及使用的便捷性赢得了消费者的

欢迎。

这一点是在“其他面部化妆品”

上体现出来的，包括BB霜。这种BB

霜二○一三年在北美与西欧分别以

二分之九十八与百分之十一的增长

率猛涨。护肤品的增长率则相对低

一些，在北美是百分之二点六，在西

欧是百分之一，但在同一地区同期

仍领先于防晒产品的增长速度。防

晒产品在北美的份额下滑了百分之

二，在西欧只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五。

这说明防晒产品的用户正流失到其

他类别的产品里。防晒产品仍然是

日晒护理产品中最大的一类，到二

○一八年将达到百分之九十的份

额。结果，防晒产品的销售在这些

地区市场的减缓与下滑也影响了日

晒护理产品总体的情况。

在防晒之外
为提高人们对日晒伤害的意识，

全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做了大力推动，

这帮助很多消费者认识到了防晒的

必要性。虽然目前多数消费者只在假

日和做户外活动时使用防晒产品，

但多年以来这类产品使用总量已有

了增长。然而，因为晒后修复用品和

美黑用品没有为消费者创立起必要

价值，所以这里面还有商机。

在晒后的情况下，目前针对身

体护理出现了很激烈的竞争，有很

多消费者只是在这时选择护肤霜/

洗液使用，并不是在他们美容例程

中额外增加一个步骤。此外，因为晒

后修复产品是经过强烈日晒后的基

本用品，它常常局限在这一用途上。

不过，很多日晒修复用品为了提升

产品的使用价值，都集成了其他功

能。在欧洲，像兰嘉丝汀（Lancaster）

这样的化妆品在产品中不仅添加

美黑功效最大强化的技术，更加

入了延长美黑功效时间的功能。在

亚太地区，美容玩家采取了其他手

法——在产品中增加亮白功能，并

不光在洗液中增加这种功能，在清

洁产品和面膜中也是。代表产品有：

拉克美日晒专家亮白+去黑日晒后

面部清洗（Lakmé Sun  Expert  Skin 

Lightening  +  De  Tan  After  Sun 

Face Wash）、日晒后精华面膜（After 

Sun  Facial  Essence  Mask）和莲花

草本去黑安全晒后套装可去除日晒

损伤（Lotus Herbals Detan Safe Sun 

After Sun Face Pack to remove Sun 

Damage）。结果，到二○一八年，百

分之七十四的绝对增长将来自亚太

地区，而目前的份额只有六千八百万

美元，这些份额把握着这类产品唯

一的增长前景。

因为配方出现过问题，美黑产

品曾经面对较大的商业压力——比

如橙色斑，比如说气味以及有关致

癌物质的谣言，这些都让消费者望

而却步。另外，这类产品现在正拼着

力气希望能突破回亚太地区，因为

那里一直以来都偏爱白皙的肤色，

所以并不用美黑产品。这类产品的

份额在哪里都下滑，但不包括澳大

拉西亚和北美地区，那里的美黑并

不需要暴露在阳光下，所以这类产

品深受喜爱。配方的改进并添加额

外的功能将有助于让这类产品在欧

洲重新激发自己的活力。

日晒护理产品将来的机遇
虽说日晒护理产品在成熟市场

的日子不太好过，但它在其他区域的

成长还比较健康。西欧和北美的重

点是回到防晒产品的发展上，这不

光需要改进配方，还需要借助在产

品里添加额外的功能，如抗衰老、保

湿等。此外，还需要重点提高人们对

护肤品或彩妆产品中附加的防晒功

能与以防晒为主的产品的功能二者

功效不同的认识。

此外，预计亚太市场与西欧

市场的差距将会减半，从七亿

八千七百万美元减至三亿美元，并

且有可能在后面十年内追平。联系

到拉丁美洲持续强劲的表现，这将

会将日晒护理产品推进至衰退以前

的水平。为了让防晒产品以及最终

的日晒护理产品更加深入地关注这

些市场，在这些地区可以开发更加

趋向于定制式的产品。比如在亚太

地区多数客户既使用多步骤的例程

产品，也使用多功能化妆液。防晒

产品可以通过与晒后修复产品相似

的改进样式的方式发展，或改进步

骤，例如面膜、血清、乳液等；并增

加自身的功能，包括亮白、水合、抗

衰老等。

Nicole Tyrimou

美容及个人护理

研究分析师，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伦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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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说太阳的光和热是地球

上多数种类生命必不可

少的要素，但未经保护便

暴露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会引发

对皮肤的破坏和疾病。

Datamonitor公司的报告1显示：

在2013年，全球日晒护理市场估值

为八十七亿美元，其中花费在防晒用

品上的份额便已将近三分之二（百

分之六十四）。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估计日晒护理产品的市场仍会有

很强劲的增长势头。十年以前，人们

眼中的防晒霜是一种让“皮肤美黑

但不会晒伤”的产品，现如今它的目

的已经变成防止皮肤损伤、防止皮

肤提前老化及皮肤癌。另外，几年

让日晒护理容易一些

现在，设计动人的防晒产品的过程正变得越来越繁杂。怎

样才能让它简单一点呢？来自BASF的Uli Osterwalder等人讲

述了当不具备详细的日晒护理知识时应怎样在不同应用样式中

整合防晒因子原料。

当下的日晒护理产品已按消费者的具体需
求修改得很理想。

对防晒指数高且光谱保护范围广的防晒产品的高度
需求

来，产品的性能指标要求变得更精

细，而且产品都必须满足具体的防

长波紫外线保护规定的要求，包括

欧洲建议的防长波紫外线（UVA）保

护指数（PF）必须大于或等于防晒指

数（SPF）的三分之一（UVA-PF≥1/3 

SPF）。于是，为能够提供防长波紫外

线保护并达到更高的防晒指数，相

关技术已得到改进。

现在，消费者对这两种未经保

护的暴露类型已经比较谨慎了，并

且对防晒的效果更加注意。这促成

了对防晒指数高且光谱保护范围

广的防晒产品的高度需求。此类产

品要能够提供与服装或阴凉处同

级别的保护并能达到防中波紫外线

（UVB）和长波紫外线射线同等的

保护程度。

一款防晒霜如果想让消费者在

使用时有享受的感觉，它还必须做

到触感柔和、质地轻盈、吸收快速，

并且给人一种动人的感官印象，让

皮肤舒爽。

因为一款防晒霜必须做到让它

的使用者感到愉快，所以这股配制

出质地轻盈产品的潮流仍未退去。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使用前还是使用

后该产品不仅需要让皮肤有动人的

视感（比如不可有过分的增白），宜

人的芳香，而且皮肤自身也要感到

舒爽。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便

捷，于是对快速易用产品的需求也

越来越多。可用于湿润皮肤的防晒

产品只是这个潮流的一个例子。除

适用于湿润皮肤并且快速易用外，

这些产品还会帮皮肤表面去除水分

却不会让皮肤感到油腻。这些产品

不仅为消费者的健康积极地添砖加

瓦，而且质感宜人简单易用，使得消

费者常常大量使用防晒霜。

现在还有一种流行趋势，这种

趋势针对的是整合了防紫外线的日

用皮肤护理产品。

专业知识遇见创造力
如果一款日晒护理产品想要在

市场取得成功，它需要符合严格的性

能要求，不仅包括高防晒因数值和防

长波紫外线保护需求，还有防水、耐

光及一定的感官特性要求。对日晒护

理产品的设计人员和生产商来说，其

产品必须满足四条关键要求：

＊使用效果：选择适当的紫外线过

滤产品及其他关键原料以达到期

望的性能。

＊安全：要客观或正好符合媒体及

消费者的期望。

＊注册：如果一款防晒霜要在不同

地区甚至在全球发行的话，这一

条最重要。

＊专利自由：“有操作自由”，但要遵

守第三方知识产权。

因此，设计一款日晒护理产品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配方知识与高

质量的原料，还需要对消费者的需

求和期待有清醒的认识，对创新有

强烈的执著，在研发一款新产品时

需要有创造的能力。

复杂的挑战
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防晒霜的

设计与生产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复

杂。BASF最新研发的产品广谱过滤

Tinosorb  A2B是一款高效的紫外线

过滤剂，能引发高度的配方灵活性

并提供均衡的紫外线保护。它保护

皮肤免受290到340纳米范围波长的

紫外线的危害，借此成为新一代精研

（微粒化）紫外线过滤剂的第一款

产品：它通过封闭目前长波及中波紫

外线吸收材料之前的缺口进而补全

了油溶性紫外线过滤剂，所以能够

提供防太阳紫外线辐射完整光谱范

围内的保护。

易用而有效
为克服日晒防护产品配制过程

复杂这一缺点，新产品Uvinul  Easy浓

缩液大大简化了产品设计与生产的

过程：这是一款透明的油本浓缩液，

结合了紫外线过滤剂、柔肤剂与乳化

剂。简简单单地添加一些水和增稠剂

它就变成了一款效果不错的防晒霜。

制作一款防晒霜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简单地在一款浓缩液里加一点水，

比如Uvinul  Easy——这是一款透明

油本浓缩液，防晒因数6到50范围内

的任何防晒霜都可以制作出来。

这款浓缩液背后的技术基础是

逆相工艺，可用于生产低活力的细

乳液。个人护理应用最常见的乳液

架构是“水中油”乳液（O/W），其

构成是一条连续水相中含有油珠；

或“油中水”乳液（W/O），其构成

是一条连续油相中含有水珠。乳液

类型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乳化剂

类型、温度、含盐浓度等。班克罗夫

特规则（Bancroft  rule）为优质乳液

结构的定义给出了最原始的判断方

法：乳化剂可溶性由乳液的连续相

的情况所决定。这一规则说明了乳

化剂结构、盐的浓度及温度的重要

影响。这些因素会造成乳液的逆相

（从“水中油”转变为“油中水”，或

相反）。在恒定温度下添加水，适度

搅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白色水中油

乳液。这种乳液因为黏性低，所以在

静置时会呈现出奶油的质感。所以，

为了让它的流变性能更加均衡，需

要额外增加一些增稠剂。

有了一种新型防晒浓缩液，任

何防晒因数为6到50的防晒产品（欧

洲推荐的防晒因数范围）的生产都

变得很简单。想要防晒因数为X的产

品，防晒浓缩液的浓度便需要稀释

到X%。例如，要生产防晒因数为30

的防晒产品，防晒浓缩液的浓度就

需要稀释到30%。这样便自然而然

地保证了防长波紫外线保护量的准

确性。要达到需要的流变特性，可以

添加增稠剂，例如制造不同形式的

产品，如洗液、精华、喷雾等。

从日用精华到唇膏
消费者们作为个体渴望能突出

自己的个性，所以人们既需要有一

种能让不同年龄段、处于不同生命

阶段的男性或女性使用的产品，也

需要一种能根据个人具体需求量身

定制的产品。如果想量身定制，可

以在配方里添加其他润肤剂及增感

产品。此外，为了让产品更加与众不

同，也可以添加防腐剂和表面活性

剂。要制成更加复杂的化妆品款式

（如护肤配方，比如防晒因数为15的

日用精华，或是美容配方，比如防晒

因数为50的BB霜或唇膏）。

虽然生产防晒产品可能非常复

杂，但现在还是有比较容易的办法。

比如，在产品设计时添加BASF防晒

模拟器。不过，这样做也能够更深入

地理解紫外线过滤剂不同的构成与

浓度能如何影响防晒产品的性能。

防晒浓缩液产品Uvinul  Easy是生产

防晒产品的另一种选择。这款浓缩

液简单易用，其生产的目的就是快

速将一种防晒原料整合到不同类型

的产品中，而这个过程并不需要详

细的防晒护理知识。

Uli Osterwalder

BSAF日晒护理产品营销经理

Stéphanie Acker
BSAF日晒护理产品技术经理

Matthias Hloucha
BSAF生理化学高级研究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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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在

大多数人心中，年轻的肌

肤既是美丽的头等指标，

也是自信的源泉。如果想要皮肤看

起来处于最好的状态，它必须得到

保护，这包括了在海边保护皮肤免受

日晒的伤害。

当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时，中波

紫外射线的作用是让皮肤变红而烧

伤，长波紫外线辐射的作用则是穿

入皮肤深处并引发长期的皮肤过早

老化。另外，由DSM主导的一项研究

显示，我们经常接触的那种低级别

防晒霜

无名的防晒英雄
防晒霜能够挽救人的生命—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有那

么多人不太情愿使用它，或者至少是不太情愿正确地使用它？

DSM公司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消费者当下的
需求将可取的
防晒方案的创
造工作指向了
创造性和科学
性两个方向。

图
片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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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辐射，尤其是我们并不想做日光浴

时接触的那种，会导致皮肤累积性

的损伤。

在这一前提下，防晒霜可谓真正

的英雄，因为它们保护我们不受到

这些威胁的侵害。并且，正确使用防

晒霜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的健康或外

貌担心，可以尽情享受日光。然而，

有文献显示，防晒霜的建议用量与

消费者实际用量有很大差异—前

者是每平方厘米二毫克，而后者似

乎只有建议用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

之一。

感觉是防晒霜接受度的关
键因素

为什么人们不太愿意使用足量

防晒霜？为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DSM针对超过三百名欧洲的防晒

霜使用者做了一项调查，这些使用

者需要深度了解消费者对日晒护

理产品的感受。调查结果突出显示

出人们对更优秀感官质量的期望。

在与防晒霜有关的负面质量问题

清单中排在最前的是黏性，因为在

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三

抱怨过他们的防晒霜粘沙子。其他

人觉得防晒产品带来的“油腻”感

搅乱了他们对阳光的享受，因为这

种感觉让他们不太愿意摸吃的东

西，或是拿书籍、电话、MP3播放器

等等。

将感觉转化成配方
DSM公司当时把对全球防晒霜

感受的局势分析和消费者的认识

情况分析转化成一种出色的新式配

方，这种配方不仅含有DSM公司的防

紫外线保护的防晒原料Parsol，还有

其他舒适的DSM活性成分，如感知

改性剂Valvance—这种改性剂在

防晒产品中添加了美容产品的高雅

因素。为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使用

者的舒适度，同时还能满足所有规

章要求，公司特别开发了两套配方：

(1) 可触摸防晒乳液，防晒指

数30（Touch Ready Sun Lotion SPF 

30）。这是一种洁白有光泽的乳液，

长波紫外线保护系数大于十。它既

有优异的扩散性能，简单易用；又有

高于平均水平的湿润度，让人们在

使用后感觉轻盈清爽。与市场上其

他防晒指数为三十的产品相比，它

不会让皮肤反光，也不会让皮肤发

黏。该配方含DSM公司的Valvance 

Touch  210，可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干

爽触感，也造就了一项日晒护理产品

的新水准。

(2)  海滩之梦防晒乳液，防

晒指数50以上（Beach  Dream  Sun 

Lotion  SPF  50+），目标人群为儿童

和家长。这是一种轻质且几乎感觉

不出的防晒乳液，可将指纹效应降

到最低程度。它的黏度比平均水平

低，所以人们使用后感觉很轻盈，

然后很快会感到清淡干爽。该产品

生成的干爽且不黏腻的薄层让人们

几乎难以察觉，同时它的吸光性能

又将这一配方造就成为一款适用于

全身的防晒霜。

根据研究显示，消费者通常不

能足量使用防晒霜的原因是日晒护

理产品使用感觉并不舒适。多种市

面产品的感觉性能问题与公布DSM

公司产品感觉专家委员会的反馈这

两项行动促使DSM公司研发了这套

■ 优化配方的感官面板

DSM的内部专家感觉评审委员会是该公司的基本组成部分。委员会接受过关于客观标

准的培训，遵循最新科学指导方针。评审员中百分之八十本身就是化妆品配方研发人员。

一直以来，委员会在每个星期主办两场评审会。委员会对所有乳液类别和其他半固体配方

产品进行客观的描述性感觉分析。委员会还有一批全心全意的统计团队，能对数据进行最

终分析。

以消费者为本的方案。这套方案与

众不同，它满足了消费者对日晒护理

产品的期望，也就是触感干爽的配

方—这种配方考虑到了消费者对

不粘稠配方的关键需求，所以可使

皮肤表面不再反光，也方便了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

Caroline Ploton

日晒护理产品区域营销经理

DSM营养产品公司

凯泽劳斯特，瑞士

德国《COSSMA》杂志
COSSMA是一本德国国际贸易杂志，针对个人护理决

策者、化妆品和洗涤行业的生产商，内容包括化妆品的活性

成分、添加剂、配方等。

COSSMA针对个人护理和化妆品制造业以及在全球的

家庭，织物护理和洗涤剂行业，进行了成分及其应用的定期

报告、研究和开发，包装设计、技术、气雾剂和喷雾剂的机器

和设备，及服务提供商的化妆品行业。

此外，杂志报道涵盖主要美容行业活动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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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校女大学生
化妆品消费调查

文/王巧娥1*  谢雨含1  徐子涵1  谢  丹1  江千滟1  姚  欣2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北京市在校女大学生的化妆品消

费态度和消费现状，分析了其消费行为特征和消费心理，得出了其消费过

程的规律性和主流消费观念，以及对化妆品厂商开发新产品与市场营销

的启示。调查结果表明，女大学生是一个巨大的化妆品消费潜在市场；专

卖店、大型商场和网络购物平台是其购买化妆品的主要渠道；她们非常认

可含绿色、天然原料的化妆品，在选择化妆品时非常注重产品是否适合自

身皮肤以及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可为化妆品厂商研发新产品和制定营

销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调查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化妆品作为日化消

费品日趋为消费者们所青睐。温宇

迪[1]指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

高，大学生的可支配收入普遍增加，

消费呈多元化趋势,化妆品消费就是

其中重要一项。另外，北京是中国的

政治、经济中心，这里的大学生有更

多的机会感受潮流，也更易于接受

新事物，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提升个人形象，体验新品牌的特

点，已成为化妆品厂商在新品牌建

立和推广时重点突破的对象。高校

大学生是一个巨大的化妆品消费市

场，而且这个市场将不断扩大，对未

来化妆品市场的发展方向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女大学生化妆品消

费状况和消费态度的调查，较为全

面地了解了现代女大学生消费化妆

品的行为特征，并对这一群体的化

妆心理与行为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

描述了当代女大学生化妆品消费的

行为表现，分析和揭示了其消费行

为的规律性，旨在促进大学生化妆

品消费市场的开发，为我国化妆品

企业开拓大学生化妆品市场提供一

些参考依据。

调查方案简述

1. 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目的，问卷结构分为

基本情况、消费习惯、品牌观念三个

部分。本问卷主要采用封闭式问题，

除少数问题外，所有题目都采用选

择题的方式。

2. 抽样方法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在校

女大学生。在抽样的过程中，主要考

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大学的学生

群体而采用分层抽样。一共发出问

卷1025份，收回有效问卷555份，有

效回收率为54.15%。

3. 实地调查和数据处理方法

实地调查：本次实地调查主要

在教学区、校园主道路和宿舍三个

区域进行，采用随机调查的方式。

数据处理方法：经过调查取得

数据后，首先全面筛选和了解有效

问卷，剔除信息不完整等无效问卷，

然后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和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处理

和比较分析。

调查样本
此次调查通过分层抽样一共覆

盖八个学校，分别是：北京大学、北

京工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现代管理

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宣武

红旗业余大学；一百二十八种专业，

其中文科人数占63.83%，理科人数

占36.17%；五个年级，其中大一、

大二、大三、大四和研究生分别占

33%、24%、28%、10%和5%；四种

皮肤类型及比例见图1。

 

调查结果与分析

皮肤问题

调查人群的主要皮肤问题情况见图2，各类型皮肤人群存在的困扰见表1。

图2 主要皮肤问题的人数统计图
Fig.2 the statistical figur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major skin problems

表1  各类型皮肤人群存在的困扰
Tab.1 the obsession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skin type

症状 干性 中性 油性 混合性 不清楚

无 2% 2% 0% 0% 1%

爱出油 3% 9% 25% 15% 13%

有痘痘 7% 10% 20% 16% 16%

毛孔粗大 9% 9% 15% 15% 12%

有黑头 13% 17% 18% 15% 15%

易过敏 8% 5% 3% 6% 5%

有斑 8% 8% 3% 5% 7%

暗黄 11% 8% 4% 7% 5%

有眼袋 10% 10% 4% 5% 9%

黑眼圈 13% 12% 5% 10% 10%

红血丝 2% 3% 1% 3% 1%

干燥 13% 6% 2% 4% 6%

调查显示，女大学生最显著的几

个肌肤问题是：爱出油、有痘痘、毛

孔粗大、有黑头，不同类型的皮肤存

在的主要问题也有差别。对干性皮

肤来说，比较常见的困扰是有黑头、

黑眼圈，皮肤易干燥，肤色暗黄；中

性皮肤最大的困扰是有黑头；油性

皮肤最大的困扰则是易生痘痘；混

合性皮肤没有突出的皮肤问题。因

此，化妆品生产企业在开发面向大学

生这一消费群体的新产品时，应该重

点关注产品去黑头和祛痘的功效。

消费过程

1. 消费比例

女大学生基本没有自己的收入,

每月生活费主要由家庭提供,自由支

配金额较少。调查结果（见图3）表

明，在校女大学生的化妆品消费在

生活费中的比例主要在1%～5%，

其中月均化妆品消费占总消费额5%

的人数最多，接近全部调查人数的

50%，仅有不到5%的人月均化妆品

消费超过总消费额的25%。可见，化

妆品消费在女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有

一定比例，尽管所占比例不高，但在

校大学生仍然是化妆品销售企业不

可忽视的一个消费市场。

 
皮肤类型：■干性；■中性；■油性；■混合性；■不清楚

图1  皮肤类型饼状图
Fig.1 the pie chart of skin types

 

 
图3  化妆品消费在生活费中的比例统计图

Fig.3 the statistical figure of the ratio of cosmetics 
consumption in the living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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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妆品信息的获知渠道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和设备的

发展和普及，化妆品信息的获知渠

道也日益增加。图4是北京在校女

大学生化妆品信息获取渠道统计结

果。由此可见，大学生选择化妆品

时，更喜欢征求同学、朋友等较熟悉

人员的意见，通过亲朋介绍而获知

和使用化妆品的比例高达30%；网

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脑在大

学生中的高普及率，使得更多的大学

生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各方面的信

息，因此女大学生在网络上获得化

妆品信息的比例接近23%。由于不

同肤质的人群所适合的化妆品有所

差异，只有亲自试用之后才知道是

否适合自己，因此有约20%的女大

学生选择亲自试用，通过消费体验

来了解和购买化妆品。由于目前高

校宿舍普遍没有电视，在校大学生

也很少订阅刊登化妆品信息最多的

时尚杂志，因此通过电视和杂志获

知化妆品信息的比例都不高。另外，

通过营销人员介绍来获得信息的也

仅占8%左右，这源于大学生群体有

一定的判断力，对化妆品有自己的认

识，同时也反映出与营销人员相比，

大学生更加信任朋友、同学等较熟

悉的人。因此，对化妆品营销企业而

言，针对在校大学生这一潜在的消

费群体，产品推广时不宜采用传统

的发放产品介绍等方式，而应该采

取免费试用、低价促销和网络宣传

等方式，先在大学生中培养一批忠

实的消费者，并通过这批消费者的

使用体验和宣传进一步扩大和占领

高校大学生市场。

3. 化妆品的购买渠道

购物环境对消费者的购买心理

有多方面的影响。2007年陈功焕[2]

等人的调查显示，年轻女性在综合

商场、网络、专卖店购买化妆品的比

例分别是63%、9%、12%。对高校

女大学生化妆品购买渠道的调查结

果（见图5）显示，排在前三位的购

买渠道分别是专卖店、大型商场和

网络购物平台，比例分别是35%、

29%和27%，占总人数的91%。这

一方面表明高校大学生非常注重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同时也说明目前

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大型专业购物

平台的发展使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发生了变化。由于化妆品的质量和

安全关系到消费者的“脸面”问题，

而且近年来化妆品重金属超标、夸

大宣传和致癌等质量和安全方面

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购买化妆品时

人们绝不敢马虎大意，专业的服务

和品质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有相当的

地位，因此超过60%的大学生选择

到正规专业的专卖店和大型商场

购买化妆品。此外，仅有不到2%的

大学生选择到专业的美容院购买

化妆品，这说明超过98%的女大学

生不会到美容院去做美容。与2007

年陈功焕[2]等人的调查结果（年轻

女性在综合商场、网络、专卖店购

买化妆品的比例分别是63%、9%、

12%。）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目前

在校大学生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

化妆品的比例大幅上升。因此，要

想占领在校大学生这一巨大消费群

体，化妆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应该更

加注重网络营销。

4. 推荐的化妆品品牌

本调查选择了“玉兰油”等29个

品牌,在被问及“如果让您向亲朋好

友推荐一个化妆品品牌，您会推荐

哪个品牌？”时，被调查者根据个人

情况进行了多项选择，选择结果如

图6和图7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推

荐频率前五名的品牌依次是：相宜

本草、资生堂、欧莱雅、屈臣氏以及

大宝。这几个均为中档品牌，说明大

部分同学无力承担高档化妆品。在

所有品种中，相宜本草深受一些女

大学生的青睐，被推荐人数明显超

过其他品牌，这说明，大学生非常

认可含绿色、天然原料的化妆品。

在被推荐次数排名前10的品牌中，

不计算已经被美国强生公司收购的

“大宝”，国产民族品牌仅有相宜本

草、屈臣氏、佰草集三个品牌，这反

映出我国化妆品市场更多的是被国

外品牌占领，中国的民族化妆品企

业必须更加注重新产品的研发和推

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

席之地。此外，一些高档化妆品，如

雅诗兰黛（占5.2%，排名第六）、倩

碧、兰蔻、迪奥等也占有一定市场。

消费观
为了了解在校大学生的化妆品

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我们设计了

“选购化妆品时关注的问题”、“品

牌忠诚度”以及“对国产化妆品的看

法”等问题。刚从高中时代步入大学

的同学们，大部分是刚刚起步自主学

习使用或购买化妆品，在琳琅满目

的化妆品面前会出现不知道如何选

择的状况。依据这样的心理，大学生

往往更加喜欢功能一体化的产品。

1. 购买化妆品时看重的因素

调查结果（图8）表明，购买化妆

品时最看重的因素排名前三位的分

别是试用感觉和使用效果、质量安

全和口碑，最不看重的是外包装和

售后服务，看重价格的也不足10%。

这说明女大学生选择化妆品时已经

非常理性。这提示我们要针对在校

大学生的肤质特点，如易长痘痘、有

黑头等，开发出确有功效的化妆品，

不能仅靠华丽时尚的外包装来吸引

消费者。

此外，该调查结果也提示化妆品

企业，要想获得年轻女性的青睐，必

须首先要加大化妆品研究和开发力

度，积极探索有特色的化妆品有效

成分。化妆品宣传时，有效成分对化

妆品的推广起着关键作用。其次应

注重化妆品的安全性问题，企业应

严格按照国家的执行标准来规范化

妆品生产，严格控制每一个生产过

程，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化妆品的质

量和安全，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口碑，

进一步引导市场。此外，虽然价格在

 
图4  化妆品信息获取渠道统计图

Fig.4 the statistical figure of cosmetic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hannel

■专卖店；■大商场；■网络购物平台；■没买过；
■药店；  ■美容院；■推销者；■其他

图5  化妆品购买渠道对比图
Fig.5 the contrast figure of the cosmetics purchase 

channels

■相宜本草；■资生堂；■欧莱雅；■屈臣氏；■大宝；
■雅诗兰黛；■佰草集；■倩碧；■美宝莲；■兰蔻；
■强生；■The face shop；■玉兰油；■兰芝；
■露得清；■肌研；■丝塔芙；■迪奥；■妮维雅；
■欧珀莱；■碧欧泉；■SK-Ⅱ；■珀莱雅；■芳草集；
■卡尼尔；■娇兰；■小护士；■昭贵；■诗蓓欧
（顺时针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图6  女大学生推荐品牌比例饼状图
Fig.6 the pie chart of the ratio of brands 
recommended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图7  大学生推荐品牌比例柱状图
Fig.7 the histogram of the ratio of brands recommended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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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

但如果企业在价格方面适当降低，

还是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

2. 品牌忠诚度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如图9所示。53.87%

的受访者选择偶尔换一下新鲜的

化妆品品牌，不更换品牌的人占 

29.91%，每次都愿意尝试不同品

牌的女大学生只占9.55%。针对更

换品牌的原因，我们也做了调查，

主要包括：惯用的品牌无现货、新

品牌上市、尝试一次新品牌以及某

一非常用品牌以特殊低价销售等。

用什么牌子都无所谓的女大学生

占6.67%，在购买化妆品时不存在

明显的重复购买模式。这些数据

意味着，80%以上的女大学生对某

类化妆品只会选择固定品牌，只有

当她们无法买到想要的品牌时或

者另一品牌的化妆品以非常优惠

 
图8 购买化妆品时最看重的因素统计图

Fig.8 the statistical figure of the most value factors when buying 
cosmetics

图9  品牌忠诚度情况柱状图
Fig.9 the histogram of brand loyalty

的价格销售时，才会选择其他品

牌。针对这一点，商家可以考虑丰

富品牌产品，增加品牌化妆品的功

效，打造出功能齐全、样式新颖繁

多的化妆品品牌。

3. 对国产化妆品的看法

目前，中国化妆品市场中，国外

化妆品品牌占领很大的市场份额，

尤其是中高档化妆品市场几乎完全

被国外品牌垄断，国产品牌大多徘

徊在中低档化妆品市场。国产化妆

品能否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取决于

其质量与功效以及人们对国产化妆

品是否有信心。图10的调查结果表

明：对于国产化妆品，只有2.17%的

受访者表示非常信任，看好其发展

前景；绝大多数学生（71.84%）表示

只信任部分国产品牌；有11.73%的

女大学生认为没几样能用的，不太

相信；有0.36%的人表示坚决不使

用国产化妆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与国外相比，

我国化妆品产业起步较晚，目前化

妆品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国外相比非

常薄弱，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也不

够先进，导致国产品牌技术含量低，

生产出的化妆品质量也不如国外知

名品牌。其次是与国外品牌相比，

国产化妆品公司规模较小，用于市

场推广的资金不多，国产品牌的宣

传力度不够，导致在校的女大学生

容易被一些知名度高的国外品牌吸

引。另外，我国的化妆品行业监管不

够严格，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也

使消费者对国产化妆品的质量和安

全心存疑虑。国内化妆品企业只有

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在国内化妆

品市场打开新局面。

 

分析与总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化妆品早已由奢侈品转

换为人们生活中必需的日用消费品

[3]。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女

大学生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时不再

以价格和华丽时尚的外包装为尊，

她们倾向“买适合自己的，买质量更

安全的”。此外，女大学生拥有巨大

的化妆品消费潜力，同时也对化妆

品厂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化

妆品厂商要想占领这一巨大的潜在

消费市场，就要根据在校大学生的

肤质特点、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设

计出适合她们的产品，并采用适合

她们的销售渠道和策略。顺应市场

的变化趋势、发掘当代大学生消费

的潜在需求，是在女大学生化妆品

市场中寻找商机、赢得成功的唯一

途径。具体结论如下：

1. 采取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

营销模式

如今已步入互联网时代，特别

是随着020（线上线下互动模式）、

LEC（本地化电商）模式的出现，本

地服务商甚至是产品制造商，都拥

有了与顾客直接接触并且完成销售

的渠道。而大学生是最容易接受这

 
图10  对国产化妆品的看法统计图

Fig.10 the statistical figure of opinions on domestic cosmetics

■部分好，比较信任；
■不清楚；
■没几样能用的，不太相信；
■好，非常相信；
■坚决不使用

种新模式的群体，在调查数据中显

示通过网络途径购买化妆品的人

数排名第三，通过网络获知产品信

息排名第二。可想而知，如果零售终

端、渠道商和产品制造商不能适应

这个新形势，不走线上营销路线，顾

客就会被竞争对手通过“线上”的各

种技术“拦截”。

此外，移动互联网逐渐闯入传

统企业营销模式，如微营销，它不

仅可以将虚拟的线上世界和真实的

线下世界融为一体，通过顾客利用

手机支付端支付，从中获知买走产

品的顾客大量信息，获取顾客需求

特征、及时反馈等。此外，通过手机

支付的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消

费，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而且无形中也会增加产品的销

售量。总之，满足消费者需求，方便

消费者是不变的真理。

2. 扩大产品的多样性

调查数据表明，80%以上的女

大学生都不会经常更换品牌。因此，

品牌化妆品生产企业可以根据各种

皮肤类型的困扰，分别开发出适合

某一类肌肤并且某一特定功效十分

突出的系列产品，丰富产品的多样

性，借助品牌优势争取更多的市场

份额。

3. 成为消费者的护肤小顾问

购买化妆品是一种体验、了解

和学习化妆品有关知识的过程。当

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顾客更希望

能有专业的指导。化妆品相关企业

和经销商在宣传、销售产品的过程

中，如果能抓住消费者的这一心理，

成为他们的专业护肤小顾问，帮助

消费者解决肌肤困扰，就有可能留

住顾客的心，增加“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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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当下最为担忧的环
境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无处不在，PM2.5

的肆虐让人们开始关注空气污染

对肌肤的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WHO）发布的数据，全球只有

12%的人居住的环境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54%的人口

生活在城市环境中。在对1000多名

中国女性的调查中显示，超过95%

的女性担心空气污染会影响肌肤健

康，肤色暗沉、敏感，干燥粗糙等潜

在问题也越来越让人担忧。

什么是雾霾？
霾，也称灰霾(烟霞)。指空气中

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

物等粒子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

导致能见度恶化。这种现象常见于

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

—北京郊区城区皮肤差异的临床检测分析 
文/空军总医院刘玮医师

如今，雾霾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话题，近期，又有

报道显示，多地空气污染指数“爆表”，严重程度令众多网友纷纷吐槽，曾经

的蓝天白云成为当下生活里最大的奢侈品！别以为PM2.5的颗粒只有头发的

1/30-1/20，可它的危害不容小觑，不仅会带来呼吸不畅、头昏头疼等生理问

题，还会引起过敏，色斑、痘痘乃至皮肤炎症的发生，以致有些人谈“霾”色

变！而雾霾到底是何方妖孽？它对肌肤又有怎样严重的危害？且让我们一探

究竟。

空气污染与皮肤初探 

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这是一种大气

污染状态，尤其是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

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因为 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

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

空气污染和皮肤的相关研究
继UV和香烟之后，空气污染对于皮肤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

关于空气污染对皮肤外观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最近5年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不超过10篇论述“空气污染与外源

性皮肤老化的迹象明显相关，尤其是色素斑，不太明显的皱纹 ”。

—皮肤病学研究杂志（2010）

关于机理的体外模型假设
测量炎症相关的biomarker，例如PGE2（prostaglandin E2）和IL-8（Interleukin 8）。

PM2.5浓度 空气质量分级 grade

0-35 优 very good

35-75 良 good

75-115 轻度污染 slightly polluted

115-150 中度污染 moderately polluted

150-250 重度污染 heavily polluted

>  250 严重污染 very severe pollution

当PM2.5 浓度高于75，即代表有空气污染

2013年，北京PM2.5的年平均浓度为135μg/m3（urban area）

 

研究目的与实验设计
●研究目的:了解空气污染对于皮

肤外观和物理性状的影响

●实验设计：

＊地点选址：

密云（郊区，空气污染较轻）

石景山（城区，空气污染较重）

＊研究人数：206（每个地区103人）

＊检测皮肤基础状态时的指标

＊测试时间：2014.3.24-31

＊两组被试人员背景相近

年龄为30-45岁

工作环境（室内，室外）

考虑室外暴露时间及交通方式

（30-60分钟，1-4小时）

密云和石景山两地的空气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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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皮肤与年龄特征 空气污染较轻的郊区女性肌肤的UV损伤更严重

—Chromameter L*以及a*值

郊区女性肌肤在面部、手臂内侧和臀部均更加黑和暗沉

郊区女性肌肤在面部和手臂内侧更加红，而臀部肌肤与城区女性无显著差异

空气污染较轻的郊区女性肌肤的UV损伤更严重

—Biomarker result of urocanic acid

cis-urocanic acid

trans-urocanic acid

更高的Cis/Trans比例代表更多的UV伤害，该结果与肤色更黑更红的结果相吻合

主要发现
＊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区女性皮肤

水润度较差

—Corneometer result

＊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区女性皮肤

屏障功能较差

—Biomarker result of keratins 

＊空气污染较轻的郊区女性皮肤的

UV损伤较严重

—郊区女性皮肤更加黑—较

低的Chrom L*值

—郊区女性皮肤更加红—较

高的Chrom a*值

—Biomarker  result of：urocanic 

acid

＊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区女性皮肤肤

色更黄

—更高的Chromameter b*值

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区女性皮肤更加干燥

—Corneometer result 

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区女性皮肤更加干燥

—与外界空气湿度及护肤习惯无关

两地外界空气湿度数值

城区女性在面部和身体都会更多地使用护肤产品
面霜：城区93% vs. 郊区77%
身体乳：城区72% vs. 郊区36%

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城区女性皮肤屏障较差

—Biomarker result of keratins

TEWL结果在面部、手臂内侧和臀部肌肤的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空气污染较轻的郊区女性肌

肤的UV损伤更严重

——更多UV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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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疹门诊量走势（2013.1.1-2014.6.30）

期间有两个增长期：2013.4.1－2013.9.1和2014.4.1－2014.6

分析：春夏季，温度回升，植物等过敏原多发的季节，可能存在其他影响或导致荨麻疹发病
增加的生物性等混杂因素。

分析1：气象因素与荨麻疹就诊人数相关性分析

  

PM2.5与荨麻疹就诊量相
关性初探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 荨麻疹：是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

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局限的

水肿反应

荨麻疹的发生在所有年龄范围，在一般人群
中约有20％的终生患病率，影响1％的人口，
慢性。

赫尔格伦L.的患病率在总人口中的荨麻疹
变态反应的研究，1972。

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区女性皮肤更黄

——Chromameter b*值

Buttocks

郊区女性和城区女性的肌肤B值在面部和小臂内侧无明显差异，城区女性臀部肌肤更加黄
difference on face and  inner arm

 

 

进一步研究计划

●更详细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分析：

皮肤各项测量指标以及其后，

受试者生活护肤习惯

●更多的检测方法：Biomarkers

分析

Cytokines

skinmap 

NMFs

病因及发病机理

＊病因：药物、食物与食品添加剂、吸

入物、物理刺激、遗传、精神因素等

＊发病机理：免疫相关（Ⅰ型变态反

应），非免疫相关，其他因素（冷热、

运动、饮酒等）

＊其中，免疫反应可分为速发相和

迟发相反应，前者可在数秒内发生，

持续数小时，后者可在受到刺激后

6-12小时内发生，持续数天

2. 空气质量

＊大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状物质。

总悬浮颗粒物（TSP）：

≤100μm（粒径）

可吸入颗粒物（PM10）：≤10μm

粗颗粒物：PM2.5-10μm

细颗粒物（PM2.5）：≤2.5μm

超细颗粒物（UFPs）：≤100nm

＊气象因素：温度，相对湿度

 

关注PM2.5

1.PM2.5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

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

空气污染越严重。

2.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

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

重金属、微生物等）。

3.可经吸入或毛囊进入体内*，

在线粒体中集中，并产生活性氧，引

起氧化应激反应**。

二、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数据收集

＊病例数据：2013.1.1－2014.6.30于

就诊病人

＊大气污染数据：北京市环境保护

监测中心每日公布的大气细颗粒物 

（PM2.5）24小时日均浓度。

＊北京市气象数据：国家气象共享

平台，包括日均温度，日平均相对湿

度，风速等

第二部分： 统计方法

＊DLNM模型

适合时间序列数据，

具有可以加入滞后时间的优点

三、研究结果

1. 气象因素与荨麻疹就诊人数

基本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2.  PM2.5与荨麻疹就诊人数基

本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表1. 气相因素（温度、相对湿度），PM2.5与荨麻疹门诊量
spearman相关系数（**，p<0.05.）

MT
日均温度

RH日均
相对湿度

DQ每日荨麻
疹门诊量

MT 1 0.24** 0.36**

RH 0.24** 1 0.31**

PM2.5 -0.21** 0.49** －

亚洲⼥女性⽑毛孔
直径 180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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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PM2.5与荨麻疹就诊人数相关性分析

1.研究期间PM2.5有一个异常高值（2013年1月12日，浓度为646μg/m3）

2. 2013年1月份为严重雾霾期，提示可以在之后的分析中对比污染较重与相对污染较轻时，
荨麻疹的每日门诊量变化情况。

未控制存在的生物性等混杂因素影响（14942例）

在两个荨麻疹就诊的增长期，PM2.5却未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浓度

未控制存在的生物性等混杂因素影响（14942例） 解读结果：

1. 气象因素（温度、相对湿度）影响

PM2.5与温度成负相关

PM2.5与湿度成正相关

温度，湿度均和荨麻疹成正相关

2. 植物等生物混杂性因素

这两个增长期均处于春夏季，

温度回升，植物等过敏原多发的季

节，可能存在其他影响或导致荨麻疹

发病增加的生物性等混杂因素

3. 星期几效应

滞后效应需要加入统计分析利用DLNM模型，控制长期趋势、星期几效应、
气候影响，分析PM2.5与荨麻疹每日门诊量的
关系。

 

PM2.5超过200μg/m3后，对荨麻疹
每日就诊人数的作用逐渐增强，低浓
度时作用不明显。

PM2.5与荨麻疹门诊量
spearman相关系数

DQ

PM2.5 0.01

控制可能存在的生物性等混杂因素影响（6445例）

DLNM模型：控制可能的生物性等影响因素后，每
增加一个IQR引起的荨麻疹发病人数增加的lag 
OR值

控制可能的生物性等影响因素后
PM2.5每增加1个IQR，引起荨麻
疹每日门诊量增加3D图

 95%CI

Lag OR Low high

0-20 1.22** 1.03 1.46

初始数据 排除生物因素

每增加一个IQR引起的荨麻疹发病人数增加的lag OR值 

PM2.5对每日门诊量滞后效应影响的3D图

结论：

1. 大气细颗粒物PM2.5浓度的升高

可能引起荨麻疹就诊量的增加

2.  PM2.5对就诊量的影响存在滞后

性，在20天之内可能仍存在影响

3. 相对湿度与平均温度成正相关，两

者均与荨麻疹就诊量有正相关关系

作为专业护肤品牌，Pro-X联合

12位国际顶级皮肤科医师承载基因

组学技术的研发背景，运用多项科技

专研技术，共同研发出皮肤纯化方

案，推出首支抗污染的专业护肤产品

Pro-X“夜精灵”，并推出日Pro-X“夜

净化 日防护”组合：“夜净化”—

“夜精灵”Pro-X夜间纯化精华源

液与“日防护”—“隔离霜”Pro-X

纯焕方程式  隔离防晒乳SPF30 

PA+++。“夜精灵”在夜间净化排浊，

“隔离霜”在白天阻隔光源的同时，

DNA级的抗老功效，让肌肤白皙、光

滑、亮泽、细嫩，焕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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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巴黎国际包装工业展（Emballage 2014）

关于包装的一切

器中，质量非常可靠。该公司的包装

机适用的包装产品范围很广（液体、

黏性、粉末状、颗粒状，局部包装到

大体积包装，包括睫毛笔）。

Romaco展出的是防儿童破坏

的专利产品Locked4kids折叠纸盒

与Romaco  Promatic  P  91S水平纸

盒包装机。这种来自荷兰生产商

Ecobliss  Holding的防儿童破坏且可

重新密封的纸盒概念产品两次夺得

包装类奖项。这款机器最高速度为

每分钟一百四十个纸盒，适用产品

范围很广。

X-Rite  Pantone展出的产品是

本年度包装展会——二○一四年巴黎

国际包装工业展（Emballage 2014）将于二

○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巴黎召

开。本次展会展出了百分之五十国际公司的

一千五百件展品。我们在这里概括一下展

会上将发生的事件与将展出的新产品。

据Smithers  Pira的研究得知，全球美容产
品包装市场在二○一六年将达到二百四十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二。

■ 关于巴黎国际包装工业展（Emballage）

“包装革新技术区”是专用于展出单位的最新创新
技术与技术潮流的区域。当参展商在网络平台向组织单
位展示他们的新产品后，如果通过预选，则将被提交并进

行投票来做出官方评选。投票由专门进行包装相关报道的记者组成的评审团组成，包括
COSSMA的Angelika Meiss。“包装专家创新奖”即由此次评选产生。

“包装视角”是一个会议环节，内容是展望将来的管理性变更，解码商业走向，并了
解其他国家带来的挑战。

本次展会上“最佳包装展”首次与法国设计学校Strate合作展出了全世界范围内五所
设计学校学生的设计作品，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这项展出位于六号
大厅二百平方米的区域。六个展区中每个展区都选出了作品，包括饮料与液体、食品、奢侈
品、美容、健康及多种行业。这些包装设计都真实反映了本国市场的情况，也给出了包括
设计方法更好的替代构想。今年这些学生还面临另一个挑战——解决目前在生产车间出
现的问题并在展出活动的最后一天在电视节目上给出结果。

二○一四年包装奖（此赛事第五届竞赛）获奖作品将由其创办人Andrew Gibbs在此次
展会上展出。这也是一项持续开展的赛事。包装峰会是一项新会议，会上专门讨论包装设
计。会议将于巴黎大会堂召开，时间是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十七日。

从二○一○年开始，有一家电视工作室专门现场报道行业新闻并提供讨论平台。位于
此业务核心地带的法国制造技术协会论坛（Symop Forum）为大家介绍发言人、报告及非
正式讨论，目标是给出一个清晰的构想与可行的方案。

Pantone-Live。这是一款基于云技

术的色彩管理服务，可让供应链上

的每个人都能够使用数码商标的

颜色。

FrymaKoruma正在展出用于生产

悬浊液与乳液的研磨机与抽气加工

工艺。使用Frymix II Lab的抽气处理

技术可研制出配方，即使是最小批

量的产品也可使用。

Coball-Mill是一个嵌入式研磨

系统，可生产悬浊液与多种黏性产

品。利用这款机器的高性能研磨输

出技术可得到纳米范围内非常小的

同系颗粒。

会
上 展 出 的 O p t i m a 

Consumer的水平包装机

Optima  CMF适用于洗手

液、化妆瓶、润肤霜罐的纸盒软包

装。通常比较复杂的美容产品的包

装任务在这里由有抽气和紧夹功能

的机器人完成，产品装入到直立容

新闻
包装

纸盒包装获奖产品
二○一四

年专业纸盒

包装设计奖 |  

本年度获奖者

中的Fernanda 

Brandao重新提

交了零售产品

的包装纸盒。

该包装体现

出Cura品牌产

品的瓶子的

形状——它

们有相同的

棱体形状、转

角、棱角和比

例。连颜色

也与瓶子的

颜色相搭配。

设计这款棱

体形状的纸

盒总共花费

了六个月。

这款纸盒的形状容易让人联想到未切割的紫水晶。它结

合了全息影像设计，这使这款产品在货架上显得与众不

同。这款特殊的设计说明它可以打开放平供应，也可以

自动折起并在其中放入商品。美容及化妆系列获奖产品

是Beauté Prestige International（BPI）公司的Pleats Please 

L’Élixir。三宅一生（Issey Miyake）设计的Pleats Please表

现出对褶线的热爱（pleat）：瓶子用褶线材料包裹，瓶子

的顶端设计类似褶线材料，而且不仅该纸盒的印刷有褶

皱效果，而且它的表面还有浮刻，这样产品与包装上的

褶痕都能够被触摸到。纸盒上精致的浮刻很能引起人们

的注意。纸盒表面上的多条浮刻与亚光涂层需要丰富的

经验与精准的技术才能完成。这个品牌的标志——盛开

的银丝花从纸盒的前部一直向下游走到另一侧。

包装供货链上的所有合作伙伴都受邀参加二○

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颁奖大会。

图
片
提
供
／E

m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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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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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气雾罐获奖产品

国际铝气雾罐制造商协会  | 本年度获奖作

品由来自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杂志的新闻工作者

组成的国际评审团评选产生。

带盖气雾罐系列的获奖产品已经进入市场。它

是由德国生产商Tubex为多芬（Dove）提供的气雾

罐，上面有如照片般逼真的石榴图象与颜色层次

很清晰的石榴籽，这些都做在形状特别的铝皮上。

除了这个气雾罐创新出色的外观外，人们看第二眼

会注意到——这款125ml的产品是用液体浓缩技

术灌的，气

体推进技

术用得比

较 少，这

节省了材

料、重量

及运输成

本，同时

使用周期

与250mL

气雾罐相

同。这是

环保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好例子。

样本系列一等奖获得者是法国的B a l l 

Aerocan  Europe。有了印刷工艺的创新，这家生

产商能穿插使用镜面及亚光效果，这样每种单

独的颜色都可以设计成镜面或亚光效果。这也

能够让人们从视觉与触觉上辨别出气雾罐不同

的部位。

设计这种棱线形外观用了六个月。

如照片般逼真的石榴的图象。

在一个气雾罐上同时使用镜面与亚光的装
饰，这让人们更容易从视觉与触觉上辨别出罐
子上的各个部位。

不仅该纸盒的印刷有褶皱效果，而且纸盒表面的
浮刻上面的折痕也能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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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康宁任命毕乐成为大中华区总裁
近日，有机硅、硅基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道康宁任

命毕乐成（Jeroen Bloemhard）为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毕乐成在

有机硅行业中拥有20余年的丰富经验，他将负责道康宁大中华区

的公司管理工作，领导大中华区团队继续建立公司在这一市场中

的领先地位。

在过去40年中，道康宁在大中华区成绩斐然。作为公司的

新任大中华区总裁，毕乐成将领导团队负责公司治理、合规以及

风险管理等领域的工作。除此之外，毕乐成目前同时兼任道康宁

XIAMETER®品牌全球销售副总裁一职。

这是毕乐成第二次在大中华区任职。此前，他曾负责建立和

拓展道康宁在大中华区的电子业务。“我很荣幸在大中华区这个

至关重要的市场任职。大中华区对道康宁来说具有战略意义，是

未来增长的引擎。在这一市场中，道康宁在技术创新、责任关怀以及雇主品牌等方面的领

导地位被高度认可。”毕乐成表示，“我们坚信，出色的大中华区团队将进一步巩固道康宁

的领先地位，再创佳绩。”

行业动态

白出晶采  活出晶采
—自然堂全新雪润皙白精华 
暨新代言人发布会

近日，以科技演绎自然之美的护肤专

家—自然堂，在北京竹语间举行了全新雪润

皙白精华暨新代言人发布会。姚晨作为自然堂

的全新代言人出席了此次活动，而由她主演的

全新广告大片也首次在媒体面前公开亮相。独

特的广告创意，为美白赋予了一种全新诠释，

姚晨也亲切地与现场的来宾、媒体朋友们分

享了自己“白出晶采、活出晶采”的美白理念。

在品牌方的精心安排下，姚晨与大家一起度过

了一个不白活的“晶采”午后。

整场活动以品牌方精心安排的“白活”下

午茶中拉开序幕，自然堂邀请所有到场的媒

体一起“白吃”、“白喝”、“白玩”，在丰富有

趣的互动环节以及精致可口的茶点饮料的陪

伴下，让这个午后变得不“白活”。为了更好地

让大家感受到什么是击退生活黑色素，现场

的互动环节中特别设置了游戏区域，让前来

参与的嘉宾媒体们亲手击退生活黑色素，迎

接晶采生活。

随着活动的正式开始，来自伽蓝集团的

首席创意官杨秀如女士为大家介绍了此次自

然堂雪润皙白精华的全新广告创意。从她的

介绍中可以发现，自然堂所推崇的白，不仅是

肌肤的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现代人快节奏

的生活，让许多人更关注事情的结果，往往会

忽略在过程中享受快乐，只是用结果来判定

自己成功或者失败了，而当结果不好时，会感

到压力、沮丧、失落、彷徨，觉得自己白说了很

多话，白做了很多事，白费了很多心，甚至白活

了。这些负面情绪好像黑色素一样，沉淀在我

们的生活中，让生活失去了光彩。而自然堂鼓

励中国女性勇于追求结果，但不只为结果而

活，更应该享受过程中带来的快乐。只有击退

这些生活黑色素，尽情地去绽放自己本质的

美，才能够活出真我，活出晶采！

玫瑰美肌 粉嫩焕白
—美加净花漾年华系列  玫瑰粉嫩透白莹润霜 

作为国民护肤领导品牌的美加净，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有效提升玫瑰精华

的纯度，萃取高贵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创造出更具卓越美白功效的玫瑰粉嫩透白莹润霜。该乳霜

蕴含无比滋养的玫瑰精油，能卓效水润、舒缓不适、调理肤质，展现肌肤匀亮光彩，雅致的芳香更

增添了特殊的愉悦感受，缔造崭新的护肤体验。

160万朵新鲜大马士革玫瑰只能提取1公斤精油，美加净精选新鲜大马士革玫瑰，通过原液蒸

馏的传统工艺配合现代化质量控制，将精纯玫瑰精油融入粉嫩透白莹润霜中。精油的小分子结构

极易渗透并被皮肤完美吸收，补充丰富的营养和水分，让肌肤细胞颗颗水润饱满，晶莹剔透，从肌

底呈现出润白的迷人光彩，还原粉嫩柔滑的美肌，重现白皙光彩。

同时，美加净玫瑰粉嫩透白莹润霜更严选上等白茶，其蕴含的丰富抗氧化成分，帮助肌肤有效

抵御压力、空气污染等刺激物的伤害，使肌肤纯净透白，绽放花漾美丽。

亚马逊中国独家首发冰岛国宝级

护肤品牌Bioeffect全线产品
2015年1月8日，亚马逊中国(Z.cn)宣布

国内线上独家首发冰岛国宝级医学美容护

肤品牌Bioeffect（蓓欧菲）全线产品，包括

Bioeffect（蓓欧菲）益肌焕颜修护精华露和

Bioeffect（蓓欧菲）全日滢润霜等深受业界专

业人士好评的护肤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独特、

专业和奢华的护肤体验。作为世界首款蕴含

植物提取细胞活化剂的护肤品牌，Bioeffect

（蓓欧菲）产品问世以后便风靡整个欧洲长

达十年之久，特别是受到冰岛第一夫人多丽

特·穆萨伊芙以及好莱坞大牌明星布莱德·皮

特等众多名流的追捧，多被冰岛作为国礼相

赠。而其“每晚四滴，开启通往肌肤永恒健康

美丽之秘钥”的广告语更是凸显了该品牌产

品的神奇功效和独特魅力。此次独家首发不

仅彰显了亚马逊中国美妆频道专业、独特和

品质的三大优势，更标志着在新的一年里亚

马逊中国将继续深化其国际品牌战略，利用

独特的全球资源优势引进更多高品质的国际

选品，为消费者奉献更丰富的选择和更贴心

的服务。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牛英华表示：“长期

以来亚马逊中国高度重视与国际品牌的深度

合作，这是我们在中国市场赢得竞争优势的

重要战略。具体到美妆频道，我们一贯以高

品质、专业化和差异化为业务发展的主要着

力点，通过引进高品质、专业级国际美妆产

品以及拓展与知名品牌的独家合作，成为行

业美妆领域的潮流先锋。此次首发Bioeffect

（蓓欧菲）全线产品展现了我们对美妆护肤

趋势专业的把握以及对用户需求敏锐的捕

捉。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些优势，确保广大消

费者通过我们提供的独特选品享受到个性

化的专业美肌护理体验。”

经过七年的高速发展，亚马逊美妆频道

目前已拥有面部护肤、美发护发、男士护理、

身体护理、彩妆、香水以及工具及配件等七大

品类，覆盖了宝洁、欧莱雅、联合利华、资生

堂、曼秀雷敦、伊丽莎白·雅顿、雅诗兰黛等

国际品牌。未来，亚马逊中国还将继续进一步

拓展全球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国际品牌的选

品数量，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值得信赖的高品

质的全品类网购平台。

欧莱雅中国加速推进“美丽事业 美好人生”公益项目 
2015年1月22日，欧莱雅中国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美丽事业，美好人

生”美容美发专业技能培训公益项目第二期培训班在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举行毕业典

礼。30名学员用一场青春洋溢的毕业彩妆秀呈现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与自信面对未来的精神

面貌。2015年，欧莱雅中国计划将“美丽事业，美好人生”公益项目推广到更多的职业学校及

城市。 

“美丽事业，美好人生”公益项目是欧莱雅集团于2009年发起的一项全球性的公益项

目。项目于2013年成功登陆中国，并携手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开设首期培训班。这一培训

项目不仅成功帮助学员掌握了专业的彩妆及护肤技能，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更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位参与培训的年轻人的内心。二期培训班学员孟代在学习体会中表示：

“从大二了解到欧莱雅的这个公益活动，我就准备着一定要能够进入这个班级。我想象着

给妈妈、姐姐和朋友们化妆的样子，我为自己骄傲，第一次化完一个全妆的时候是满满的幸

福感。” 

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公司，欧莱雅百年以来致力于美的事业，欧莱雅中国副总裁兰

珍珍表示：“‘让所有人拥有美’是欧莱雅过去百年以及未来坚定履行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

美的领域的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年轻人增强自信，创造美好人生；在未来我们希望把项目推

广到更多的城市，提升美容美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为行业输出更多专业人才。” 

2014年欧莱雅中国又携手全国首家全免费职业学校百年职校加速项目在中国的推进，

迄今已相继在成都、北京和郑州三地举办了共4期培训班，惠及200余名年轻人。于四川国

际标榜职业学院开设的两期培训班的90名学员经过严格的考核，已全部顺利取得成都市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中级化妆师职业资格证书”。目前，首期培训班的60名学员

中，大多数已在美发美容相关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就职，其中包括形象工作室、婚纱摄影机

构等。 

天然为本 科学为证
—ORIGINS悦木之源中国5周年 
欢庆派对

2015年1月15日，全球领先高效植物护

肤科技品牌ORIGINS 悦木之源在摩登的

北京后山艺术空间举行了品牌中国5周年欢

庆派对。ORIGINS悦木之源秉承“天然为本，科学为证”的品牌理念，倡导回馈自然和地球

的环保精神，从品牌进入中国之初就与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公益项目合作，启动“悦

木之林”种植项目，支持环保事业。活动现场，ORIGINS悦木之源中国品牌总经理张琦君女

士、中国绿化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旭东先生、台湾唱作歌手严爵携手浇灌“悦木之树”与在场

的嘉宾共同见证ORIGINS悦木之源的成长与辉煌！

主会场中，一幅幅珍贵照片映入眼帘：“ORIGINS创始人团队”、“ORIGINS中国第一家

专柜”、“ORIGINS全球首家全新形象店”⋯⋯充满回忆的历史照片墙向到场的每一位嘉宾

展示了ORIGINS悦木之源从品牌创立到进入中国并逐渐为大家喜爱的点滴历程。现场陈列

的植物学家探索发掘工具、实验室科研器材、珍稀优选植物等元素，无不彰显出ORIGINS

悦木之源“天然为本，科学为证“的品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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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会”双管齐下
随着中国市场的消费心理不断发展、成

熟，消费者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各大品牌

越发意识到提升消费者忠诚度、打造独特品牌

形象的重要性。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审时度

势，一方面推出上海国际精选礼品展，满足品

牌包装、礼品一站式采购需求，为品牌提供提

升消费者忠诚度的有效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展会主办方就如何“推动富裕消费者的忠诚度

提升”举办专题研讨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为品牌指引方向。“展”、“会”结合，为与

会者带来极具价值的参展体验。

除此以外，以“大品牌都死亡了吗？”、

“设计中的色彩”、“中国3D打印市场”、“包

装设计与数字”等行业热点为主题的7场综合

研讨会，注定将在展会现场不断掀起激发灵感

的创意风暴！

精彩环保创意 轮番上演
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邀请到6位知名品

牌决策人，组成2015奢侈品包装绿色革命大奖

的重量级专家评审团，评选出最精彩的环保创

意。

Regina GALANG，帝亚吉欧大中华区创

意总监

Frederic LIBERMAN，伊夫黎雪亚太区

运营总经理

吕秀娟，商道纵横营销总监

Damien  PARENTEAU，香奈儿亚太区

采购及研发总监

孙丹威，吴裕泰茶业总经理

孙韶昆，张裕包装研发部总经理兼设计总

监

2015年4月15日下午4∶30，“奢侈品包装绿

色革命”大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会

议室进行，届时专业媒体的聚光灯将照亮这属

于全球环保包装领域的重要时刻！

此外，展会仍将继续推出备受关注的奢侈

品包装创意廊，经过重重筛选，向与会者集中

展示独一无二的创意包装精品！

极致魅力，一触即发！
—“维多利亚秘密天使”超模 
Candice Swanepoel担任Max 
Factor蜜丝佛陀最新代言人

维多利亚秘密大秀在伦敦再次拉

开帷幕，47位身材高挑、美艳动人的超

模成为吸睛重磅，除了Doutzen Kroes、

Karlie Kloss、Lily Aldridge、中国超模

何穗、奚梦瑶等熟悉的名字之外，国际超模Candice Swanepoel凭借

百变的妆容和独特的气质，成为了现场最闪耀的维密天使之一。

Candice拥有近乎完美的身材，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腰身和修

长的双腿，配合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堪称女性吸引力完美的结合。

15岁在南非被星探发掘的她，16岁时一天的工作报酬最高已达到4

万欧元。她曾为汤米·希尔费格 (Tommy Hilfiger)、黛安·冯芙丝

汀宝 (Diane von Furstenberg)、维多利亚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 等秀场走秀，担任过VOGUE、ELLE等国际大刊的杂志

封面人物，并被冠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之一”的美称。

Candice的好身材、魅力面孔与独特气质，更让她成功赢得

了百年彩妆品牌Max  Factor蜜丝佛陀的合作机会。近期，Max 

Factor蜜丝佛陀签约Candice Swanepoel，为品牌2015年1月即将在

中国上市的新品双头睫毛膏—Max Factor蜜丝佛陀超越浓密睫

毛膏代言，掀起极致魅力风暴。

Max  Factor蜜丝佛陀全球创意总监 Pat McGrath谈及和

Candice的合作说道：“当Candice在新的一轮代言人甄选中被提

到时，我兴奋极了。她的皮肤完美无缺，宛如天生，加上完美的轮

廓，让她就像一面理想的画布去创作最具灵感和最极致魅力的妆

容。她的加入让我非常兴奋，我迫不及待想要大家分享我们合作的

全新妆容形象。”

2015年，相信超模Candice与Max Factor蜜丝佛陀品牌的合作

将迸发出更多火花，极致魅力一触即发！

孔凤春限量藏品入驻北京美妆博物馆  

传承百年国妆精粹
2015年1月28日，中华老字号，拥有153年历史的美妆鼻祖“孔凤春”

全新推出并在淘宝网周末淘宝平台独家发售的“153年限量珍藏版鹅蛋

粉”作为藏品隆重入驻北京美妆博物馆。

作为全球最具规模的美容化妆品博物馆之一，北京美妆博物馆收

藏了古今中外的美妆物品上万件，常年举办不同主题的美妆历史文化

藏品专题展示，参观者循着美妆文化的历史足迹感受美妆品牌独特的

发展轨迹。百年来，孔凤春绘就了美妆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瑰丽篇章，

此刻，入驻美妆博物馆的她正静静地释放着独有的美丽和优雅，展现

着她跨越三个世纪之久的艺术魅力，仿佛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宝藏，等

待着参观者去探索和发掘美丽的本质。

在当天的入驻活动中，杭州孔凤春化妆品有限公司、周末淘宝、北

京美妆博物馆三方代表以及各大媒体和重量级嘉宾应邀出席。当天下

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驻仪式，清代红极一时的皇室御用贡品鹅蛋

粉被再度迎回北京，向大众展示了孔凤春百年美妆品牌的历史积淀，也

引发了人们对国妆精髓文化的关注。活动现场邀请到了中华全国工商

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副秘书长张金铁先生，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及北

京美妆博物馆活动总策划杨志刚教授等到场，杨志刚教授为大家分享

了中国国货品牌的百年历史。孔凤春153年的历史沉淀与美妆博物馆的

文化气息交相呼应，嘉宾们仿佛穿越了孔凤春的盛世年华，在重温这个

“中华老字号”品牌辉煌过去的同时，共同见证它的璀璨未来。

“胭脂彩夺孙源茂，宫粉首推孔凤春。北地南朝好颜色，蛾眉淡埽

更何人。”从这首古诗中便可窥见孔凤春当时的受欢迎程度。百年后的

今天，面临国外品牌的竞争压力，孔凤春沿袭传统制造工艺，不断寻求

经营理念上的突破，力求为这个中华老字号国妆品牌赋予新的内涵和

意义。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孔凤春将再度屹立于国妆品牌的荣耀之巅，

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行业动态

精彩“会中会”掀起绿色创意

新浪潮
2015年4月15-16日，第八届上海

国际奢侈品包装展（LUXE  PACK 

SHANGHAI）将再度登陆上海展览中

心。届时，4200名品牌决策人将亲临现

场，享受这场由近200家领先包装企业倾

力投入的创意视觉饕餮盛宴。

作为创意包装的先驱，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不仅仅是一场包装行业的贸易展会。主

办方力邀来自于趋势、设计以及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专家，围绕时下行业热点，举办一系列综

合研讨会及圆桌会议，为与会者带来最前沿的包装趋势，获取最有价值的独家市场信息。

精彩“会中会”将在申城掀起绿色创意新浪潮！

独家圆桌会议
着眼于“环保、趋势、香水”三大版块，第八届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将接连推出三场独

家圆桌会议。

环保：以“绿色供应链”为主题，从品牌如何打造“绿色供应链”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绿

色包装设计、绿色采购、原材料等不同方面深刻而全面的案例分析，让与会者掌握节约成本

的有效方法，并宏观地了解这场发生于包装行业，作用于品牌市场的“绿色革命”。

趋势：在国际奢侈品包装展已有多年历史的“潮流趋势观察家”，今年将首次亮相上海。

三位专家委员将在现场分享他们在设计、潮流趋势以及消费者分析方面的专长，为未来亚洲

包装业提供灵感与创意。

香水：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与品观传媒强强联手，邀请BETC DESIGN创始人与巴黎

贝丽丝香水董事长，一同向与会者展现瞬息万变的中国香水市场以及其中的机遇与挑战，全

面剖析消费者认知、购买习惯、东西方差异等市场因素。

韩国专业男士护肤品牌DTRT登陆中国丝芙兰
来自韩国的专业男士护肤品牌DTRT意为Do The Right Thing, 

从男性使用护肤品的根本原因开始思考，用最正确的成分打造最安全、

有效的产品，从而省略不必要的步骤，每一支产品都具有明确的使用效

果，让男士不再因烦琐的护肤流程而困扰。DTRT不仅为男士提供高品

质的护肤品，更是倡导和鼓励一种正确的护肤理念与生活态度。

为激励创意男士的生活态度，DTRT与纽约艺术设

计团队Toyoil跨界合作，创造出巧妙暗含产品名称并诠

释品牌精神的插画形象。DTRT的产品外盒包装，运

用这一插画元素，而不同产品的外盒包装拼接在一

起，就是这一幅完整的创意图案。Toyoil在韩语中

的发音意为“星期六”，这本来就是一周中最让人

快乐的一天。DTRT也同样想让所有男士能够感受

的护肤的快乐与生活的能量。

DTRT于2014年12月12日在丝芙兰官网抢先上

市，并于2015年年初登陆全国各大丝芙兰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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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市场信息权威发布—国产品牌

地区
洁肤护肤品 彩妆

排序 品牌 2013年4月 2014年4月 排序 品牌 2013年4月 2014年4月

中南地区

1 佰草集 38.4% 30.8% 1 毛戈平彩妆 19.2% 18.0%

2 自然堂 14.9% 19.1% 2 卡姿兰 16.9% 17.5%

3 羽西 9.5% 9.0% 3 深蓝·彩妆 10.4% 14.3%

4 珀莱雅 6.7% 6.9% 4 羽西 23.0% 12.7%

5 丸美 9.1% 6.9% 5 自然堂 5.5% 10.4%

6 林清轩 4.7% 6.8% 6 巧迪尚惠 4.2% 6.2%

7 高夫 1.5% 3.8% 7 珀莱雅 3.3% 5.7%

8 京润珍珠 2.9% 2.4% 8 兰瑟 0.5% 2.9%

9 卡姿兰 1.7% 2.1% 9 郑明明 4.5% 2.3%

10 温碧泉 0.7% 1.8% 10 尚惠 2.1% 2.1%

西南地区

1 佰草集 42.4% 42.8% 1 毛戈平彩妆 77.9% 78.9%

2 自然堂 12.1% 13.6% 2 羽西 12.5% 7.6%

3 毛戈平彩妆 8.2% 12.0% 3 自然堂 1.1% 4.8%

4 羽西 11.1% 9.7% 4 卡姿兰 1.6% 2.7%

5 丸美 6.5% 7.8% 5 兰瑟 0.0% 1.4%

6 珀莱雅 3.7% 4.8% 6 珀莱雅 1.1% 1.0%

7 高夫 2.8% 4.6% 7 佰草集 1.7% 0.7%

8 卡姿兰 0.4% 0.7% 8 尚惠 0.6% 0.6%

9 京润珍珠 10.1% 0.6% 9 巧迪尚惠 0.9% 0.5%

10 温碧泉 0.8% 0.6% 10 深蓝·彩妆 0.5% 0.5%

西北地区

1 佰草集 32.7% 26.8% 1 毛戈平彩妆 27.9% 29.5%

2 丸美 13.2% 14.9% 2 羽西 22.4% 16.1%

3 自然堂 13.0% 14.4% 3 卡姿兰 11.9% 11.8%

4 高夫 9.6% 11.8% 4 奥斯曼 8.2% 10.1%

5 羽西 12.0% 7.5% 5 自然堂 5.0% 7.6%

6 珀莱雅 4.8% 6.1% 6 深蓝·彩妆 10.9% 6.9%

7 林清轩 0.0% 3.5% 7 兰瑟 0.5% 5.5%

8 欧诗漫 2.5% 3.1% 8 珀莱雅 2.1% 3.0%

9 毛戈平彩妆 1.0% 2.5% 9 欧诗漫 2.1% 1.8%

10 深蓝.彩妆 1.3% 1.5% 10 巧迪尚惠 1.1% 1.8%

数据来源：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对中国一二级城市范围内百货店化妆品专柜的销售推总数据。
注    释：(1) 品牌排名均按当月零售额排序。

(2) 以各区域护肤品或彩妆的销售额作为总体。

中国化妆品
零售研究权威机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艾维克大厦1008室
电话：010-65660728-2017  
网址：www.monitor.com.cn
E-mail: mashuai@monitor.com.cn 
本栏目由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协办 

化妆品市场信息权威发布

地区
洁肤护肤品 彩妆

排序 品牌 2013年4月 2014年4月 排序 品牌 2013年4月 2014年4月

中南地区

1 欧莱雅 8.1% 8.7% 1 美宝莲 14.3% 12.0%

2 欧珀莱 7.7% 6.1% 2 香奈儿 6.6% 7.9%

3 雅诗兰黛 3.9% 5.4% 3 克丽丝汀·迪奥 6.4% 7.6%

4 无添加 5.3% 5.2% 4 雅诗兰黛 5.8% 6.7%

5 蝶翠诗 5.0% 4.7% 5 欧莱雅 8.1% 6.6%

6 玉兰油 5.2% 4.3% 6 魅可 2.6% 4.8%

7 佰草集 4.5% 3.7% 7 蜜丝佛陀 3.7% 3.9%

8 倩碧 2.4% 3.7% 8 兰蔻 5.0% 3.9%

9 兰蔻 3.9% 3.7% 9 欧珀莱 4.3% 3.8%

10 兰芝 2.9% 3.1% 10 玫珂菲 3.0% 3.8%

西南地区

1 欧珀莱 9.6% 8.3% 1 香奈儿 7.3% 9.2%

2 雅诗兰黛 4.7% 6.4% 2 蜜丝佛陀 6.8% 8.3%

3 欧莱雅 6.4% 6.2% 3 美宝莲 10.0% 7.4%

4 蝶翠诗 5.6% 6.1% 4 毛戈平彩妆 6.6% 7.2%

5 无添加 5.8% 6.0% 5 克丽丝汀·迪奥 6.4% 6.8%

6 兰蔻 4.7% 4.0% 6 雅诗兰黛 7.4% 6.7%

7 植村秀 4.6% 3.8% 7 欧莱雅 5.4% 4.9%

8 佰草集 3.7% 3.4% 8 欧珀莱 3.4% 4.2%

9 倩碧 3.1% 3.3% 9 兰蔻 6.7% 4.2%

10 香奈儿 3.1% 2.9% 10 芭比波朗 2.1% 3.3%

西北地区

1 欧珀莱 8.5% 7.3% 1 美宝莲 15.7% 13.7%

2 欧莱雅 5.7% 6.5% 2 克丽丝汀·迪奥 6.8% 8.6%

3 兰芝 4.0% 4.3% 3 蜜丝佛陀 7.1% 7.5%

4 雅诗兰黛 3.8% 4.1% 4 雅诗兰黛 5.2% 5.5%

5 佰草集 4.0% 4.0% 5 欧莱雅 6.6% 5.4%

6 美宝莲 3.5% 3.8% 6 香奈儿 4.2% 5.3%

7 兰蔻 3.2% 3.7% 7 欧珀莱 4.4% 5.2%

8 雅漾 5.7% 3.7% 8 兰蔻 6.3% 4.4%

9 蝶翠诗 4.3% 3.7% 9 兰芝 4.1% 3.2%

10 无添加 3.3% 2.9% 10 毛戈平彩妆 2.2% 2.9%

数据来源：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对中国一二级城市范围内百货店化妆品专柜的销售推总数据。
注    释：(1) 品牌排名均按当月零售额排序。

(2) 以各区域护肤品或彩妆的销售额作为总体。

中国化妆品
零售研究权威机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艾维克大厦1008室
电话：010-65660728-2017  
网址：www.monitor.com.cn
E-mail: mashuai@monitor.com.cn 
本栏目由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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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周一至周五9∶00〜17∶00）
010-58790556
订阅传真
010-58790818

汇款方式：

1．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公寓1202室     

邮编：100020  收款单位：《中国化妆品》杂志社                            

2．银行汇款

户名：《中国化妆品》杂志社    汇款账号：020000330900461785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营业室    联系人：刘世霞

＊温馨提示：请您在填写汇款单时务必注明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否则杂志、礼品将无法为您寄出。本次活动截止于2015年 
1月31日（以汇款日期为准）。礼品数量有限，先订先得，送完为止，寄送后恕不退换。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化妆品》杂志社所有。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公寓1202室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58790556－605         传      真：010-58790818          联  系  人：贾先生

杂志征订单
（请用正楷填写清楚）

订户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职务     

公司名称

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订阅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每月   本 

订阅金额             千    百    十    元

2015年
全新升级

■ 透视化妆品行业发展动向

■ 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化妆品

■ 解读化妆品领域新锐理念

■ 搭建有效品牌商、渠道商和消费者交流平台

http://www.chinacosmetics.cn

奥洛菲活泉优氧保湿霜    
RMB126/50g

日本出云汤村的Izumo Yumura天然药泉，为肌

肤带来温泉SPA盛宴。多种珍稀植物萃取精华，持

久释放肌肤鲜活能量。24小时锁水储氧，令肌肤时

刻活力充沛。亦可作为按摩霜与面膜进行护理，一

瓶三用，轻松享受“水、氧”双重呵护。

订阅
即送

C H I N A   C O S M E T I C S   R E V I E W

←飘柔菁纯焗油精华露（小菁瓶） 
飘柔精华护理系列菁纯焗油精华露，每

一瓶含有94%菁纯焗油精华，瞬间密集修护

发丝，并在秀发表面形成保护膜，轻松远离

打结、毛糙、粗糙、干枯、热损伤及黯亚无光

泽，6重柔顺相关烦恼，在家享受沙龙护理般

柔顺。

亲爱的读者朋友： 

大家好。1月杂志如期而至地又与

你见面了，请将这期您所喜欢的栏目、

文章及对本刊有什么好的建议，及时

地发给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

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会更加努力，将

杂志打造成读者喜欢的能提供美丽方

案和化妆品消费指南的专业刊物。

赶快填写问卷吧！
可轻松获得以下产品中任意一个！Readers’ 

club
读 者 俱 乐 部

Now

读者基本信息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事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以上

收入状况：□ 2000元以下 

 □ 2000～4000元

 □ 4000元以上 

问卷调查
1 本期您最喜欢的3个栏目或文章是什么？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期您最不喜欢的3个栏目或文章是什么？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最希望在杂志上得到哪方面的化妆品产品资讯？

   □ 护肤      □ 美体      □ 美发      □ 香氛      □ 彩妆      □ 美甲      □ 其他  

4 你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中国化妆品·时尚版》？

   □ 杂志社订阅        □ 报摊购买        □ 邮局订阅        □ 借阅        □ 其他

5 你阅读本刊有多久？

   □ 6个月以下        □ 1~12个月        □ 1~2年        □ 2年以上

6 你通常与多少人分享阅读？

   □ 3人以下        □ 3~6人        □ 6人以上 

＊温馨提示：此调查问卷请邮寄或者传真至《中国化妆品》杂志读者俱乐部，我们将从中 
抽取前50名幸运者，奖品将在两个月内寄到。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公寓1202室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58790556         传      真：010-58790818          联  系  人：郭女士

→威娜亮彩护色香波

丰润香波，温和洁净同时滋养染后头发，

让秀发触感柔软，发色更为鲜亮璀璨。

 蕴含独特的二元修护科技与钻石闪耀因

子。钻石闪耀因子使得染后秀发色泽更为出

色；创新的二元修护科技令每根发丝在轻量

分子包覆下，自然生动，呈现充满动感活力的

柔顺秀发。



“俱乐部式”包装盛会

 汇聚优质创意包装供应商
 网罗全球中高端品牌买家

创 意 包 装 的 专 业 展 览上 海 国 际 奢 侈 品 包 装 展

在上海国际精选礼品展上
所有的观众都是您的潜在客户

New York . Monaco . Shanghai    www.luxepack.com

2015年4月15-16日
上      海      展      览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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