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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

E-mail: 1106928814@qq.com

本月特别推介

不依赖于保湿剂的保湿产品
—澳洲花道玫瑰花水纯露 RMB168/120ml

在《纯露芳香疗法》一书中是这样介绍花水纯露的：崭新又源自古老，温

和却十分有效，神奇的疗愈之水，为芳疗注入新活力。

花水纯露是芳香精油萃取过程中的衍生品，不掺杂一点香精、保湿剂、防

腐剂等，是真正的天然产品，所以，特别温和安全。拥有“天然的香气”“清爽

的质地”“瞬透的吸收力”，可以代替爽肤水深层补水，也可以浸泡纸膜敷脸，

以及喷于头发身体。

成分和作用 
玫瑰花蒸馏水，内含玫瑰花精华和保湿因子。

玫瑰纯露具有综合性平衡效果，对于中性皮肤，可增强皮肤光泽；对于油性皮肤，

可平衡油脂分泌；对于干燥皮肤，可迅速补充水分；对于敏感性皮肤，可消除红血丝，

降低敏感度；对于灰黄暗淡皮肤，可增强皮肤活力。几乎所有肤质的人都可以使用玫

瑰纯露，体现出非凡的美容效果。

玫瑰纯露的作用来源于它可以直接渗透进入细胞内部，这是一般水溶性的产品没

法做到的，所以，它的补水效果不是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而是快速补充细胞的水分，增

加细胞的含水量，从根本上解决皮肤干燥问题，这也是玫瑰纯露不依赖保湿剂而能达

到很好保湿效果的原因。

不要以为补充了细胞中的水分，玫瑰纯露的作用就结束了，相反的，才刚刚开始。它

的有效成分直接作用于细胞内部，依靠增强与细胞紧连的毛细血管的活性来达到营养

供应、毒素排除、平衡血管和油脂分泌的作用。

使用方法

1 替代爽肤水：每次洗脸后，把纯露喷在脸上，用手轻轻拍打脸部，连续使用数星期，

皮肤水分增加16%，再搭配基础油和乳液等护肤。

2 敷脸：浸泡纸膜后可以敷于面部，至八成干后取下扔掉，效果最好、最明显；不要等

纸膜完全干了才取下来，这样水分及营养会被倒吸到纸膜上。

3 护发：喷于头发上有使头发顺滑柔润，防止紫外线伤害，防止头发沾染油烟等功效。

4 敷眼：玫瑰纯露打湿棉片敷眼，可以补充眼部肌肤水分，减少眼部皱纹。

5 调理敏感：花水纯露与纯净水1∶1调好后喷于面部或冷敷水膜于面部可以

调理敏感。

6 增加功效：单方滴到纯露中，可以增加纯露的功效，所有芳疗用品都有1+1>2的

作用。

注意事项
纯露由于未添加防腐剂等成分，相对来说容易变质；不过由于纯露中含有大量的

微量元素及水融性精油成分，具有自身抗菌能力，所以只要适当的保存，纯露还是不会

变质的。保存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 放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放在冰箱低温保存更好。

2 如果你买的是大瓶的，最好用一个小瓶分装出来，这样避免污染。

 澳洲花道八款花水纯露都已上市：极品玫瑰，薰衣草，洋甘菊，茉莉，橙花，茶树，

柠檬，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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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A PARTNER

In 2015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b2b matching and
 networking tool BEAUTY FORUM connect will be
established to support you finding a business partner.

BEAUTY FORUM connect is your platform for effec -
tive b2b networking & matchmaking.

THE BIG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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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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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销售配对

寻求合作伙伴

2015年的第二届B2B配对暨网络工具“BEAUTY FORUM connect”

即将建成。届时，BEAUTY FORUM connect将协助您找到商业合

作伙伴。

BEAUTY FORUM connect是您有效的B2B网络与配对的平台。

展会优点
■ 快速高效地找到本地和国际分销商与商业伙伴

■ 在网上发现潜在商业伙伴

■ 通过BEAUTY FORUM媒体网络达到全球营销效应

■ 自动达成供求配对

第30届慕尼黑BEAUTY FORUM
 

2015年10月17-18日

欧洲最大的秋季化妆品贸易展会

BEAUTY FORUM
 connect  

第30届慕尼黑BEAUTY FORUM
  

参展商免费

更多信息
请扫二维码



修复受损发质  对抗毛糙静电
—点评JOICO嘉珂K-PAK珂培修护系列

K-PAK珂培修护系列，含有JOICO嘉珂产品中最高浓度的Quadramine Complex矿美丝水解角蛋白，

有效重塑、强化及保护受损发质，令秀发恢复健康，展现柔顺光泽！

8 / Cosmeti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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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MPOO to repair damage重塑洗发乳 300ml
温和洗发同时，重塑发丝受损部位，充分补充氨基酸，有效增强秀发弹

性、韧性及光泽度，pH酸碱值维持在适合秀发天然弱酸性的4.5～5.5，适合天

天使用。

＊使用方法：将适量产品涂抹于湿发上，温和按摩，再以清水冲洗干净。建议

与JOICO嘉珂其他护发素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 CONDITIONER to repair damage重塑护发素 
300ml

帮助强健受损发丝，令秀发服贴，易梳理并减少静电。pH酸碱值维持在

适合秀发的天然弱酸性4.5～5.5, 适合天天使用。

＊使用方法：将适量产品涂抹于湿发上，停留3分钟之后再以清水冲洗干净。

建议与JOICO嘉珂其他洗发乳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 DEEP-PENETRATING RECONSTRUCTOR for 
damaged hair重塑修复乳—受损发专用 150ml

连续12年摘得北美发型师大奖最受发型师欢迎深层修复乳桂冠！

富含矿美丝水解角蛋白，更特别针对干燥及受损发丝的集中蛋白修护配

方，能直接帮助秀发进行重塑并改善发丝内部结构，强化发丝韧度，实现健康

秀发。pH酸碱值维持在适合秀发的天然弱酸性4.5～5.5。

＊使用方法：洗发后，将适量产品涂抹于湿发上，停留5分钟之后再以清水冲

洗干净。为达更顺滑的即时效果，建议与JOICO嘉珂其他护发素或高度保水护

发素搭配使用。

 

■ INTENSE HYDRATOR TREATMENT for dry, 
damaged hair高度保水护发素—干性、受损发专用 
250ml

高度水润养护配方，能帮助干性及过度受损发质深锁水分，修护毛鳞片，

水润发丝表层，增添秀发光泽，改善发丝柔韧度，便于梳理。

＊使用方法：洗发后，将适量产品涂抹于湿发上，停留5分钟之后再以清水冲

洗干净。

 

■ PROTECT & SHINE SERUM亮丝养护露 50ml
免冲洗精华露在抹上秀发片刻后，完全吸收，不添加秀发额外的负担。有

效修护，并密合、光亮毛鳞片。能够有效预防头发分叉，抚平毛糙感。

＊使用方法：将适量产品涂抹于干发或湿发上即可。

www.chinacosmetics.cn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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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韩国彩妆品牌你一定不

陌生，当初被经销商以“爱丽小屋”

的名字贩售的可爱的公主系彩妆品

牌，如今正式以她的“真容”—

ETUDE HOUSE在2013年登陆中

国，中文名是伊蒂之屋，在中国采取

品牌直营的模式。这个在韩国有着

600多家直营店的第一彩妆品牌是

如何在中国造就新的彩妆奇迹的？

韩国彩妆又是如何获取广大中国爱

美女孩的芳心的呢？今天，《中国化

妆品》杂志带着这些疑问采访到了

ETUDE HOUSE伊蒂之屋的中国

区总经理Sofia Gao高露颖女士，一

起探访一下这个韩国彩妆品牌背后

的成功秘籍。

韩国第一彩妆品牌 
ETUDE HOUSE伊蒂之屋 
为何初登中国就大获成功
—专访伊蒂之屋 
中国区总经理Sofia  
高露颖女士
文/艾 琳

10 /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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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进ETUDE  HOUSE伊蒂

之屋的直营店，你会亲身感受到很多

不同的体验和服务。ETUDE  HOUSE

伊蒂之屋全球1号旗舰店在全球所有

门店中独树一帜，作为最具特色的

门店设置，由韩国设计师设计的南

瓜马车成为最受瞩目的亮点。除南

瓜马车，公主的化妆镜，呈现ETUDE 

HOUSE伊蒂之屋甜蜜之恋晶莹炫

彩唇膏的各款色彩的“镜子喷泉区

(MIRROR  FOUNTAIN ZONE)”都等待

着更多甜心前来体验。让美丽的梦想

成真，是ETUDE  HOUSE伊蒂之屋带

给中国爱美少女们最好的礼物。

品牌特色：“高端的形象，
亲民的价格，公主的体验”

听到“伊蒂之屋”的名字也许你

还有些陌生，但是对于她背后的集

团——爱茉莉太平洋，韩国排名第

一的化妆品集团，你一定非常熟悉，

该集团旗下的梦妆、兰芝、雪花秀深

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Sofia Gao高露

颖女士说，“我们已经算是进中国有

些晚了。”的确，梦妆2005年进驻中

国，兰芝进驻中国更早，是2002年，

雪花秀也在中国销售4个年头了。即

便是不和同集团的品牌相比，韩国

skinfood，the  faceshop，也在近几年

纷纷抢占中国化妆品市场，想从这

块大蛋糕上分得一杯羹，不得不说

面临的挑战是有的。但是高露颖女

士对这一点并不担心，“虽然是来的

晚了点，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品牌还是

充满了信心。”那么这份自信到底从

何而来，高露颖女士用了简短的几个

句子就概括了品牌的特色：高端的形

象，亲民的价格，公主的体验。这就

是伊蒂之屋的成功秘诀。

独特定位：妆出你的公主范

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一个彩

妆品牌能够在韩国本土成为销售第

一的彩妆品牌，而面对化妆品界众

多的“高手”，例如迪奥，香奈儿等

国际大牌的夹击，ETUDE  HOUSE伊

蒂之屋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高露

颖女士说，“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彩妆

品牌，欧美彩妆比较强调chic范儿，

酷酷的，追逐潮流的，我们是公主系

的，甜美的、可爱的。在中国我们的

定位是针对20～35岁的爱美女士，

但其实在韩国，女孩子从15岁就开

始化妆了，我们在韩国的定位是针

对更年轻的年龄层。从包括店面的

装修装饰，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和

服务这些附加值来看，我们其实目

前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傲人业绩来自不断更新的
产品和独特体验

在中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半

的销售时间，但是ETUDE  HOUSE

伊蒂之屋依然取得了很多骄人的业

绩。2014年8月8日在上海旗舰店的

开业第一天就达到近30万元的营业

额，开业第一个月创造了近290万元

的营业额，这在中国化妆品行业算

是创造了一个纪录！不断地推陈出

新也是ETUDE HOUSE伊蒂之屋的成

功法宝。购买彩妆与购买护肤是完

全不同的消费心理，彩妆消费者喜

欢新鲜，喜欢面对更多不同的选择

项，护肤品可能固定的洁面，水，乳

就够用了，但是彩妆消费者来店里

她会一次性购买很多不同的单品，

比如睫毛膏、粉底、甲油、口红、不同

颜色的甲油和口红，也许还会多买

几种颜色搭配着用，一次就会买很

多。因此，ETUDE  HOUSE伊蒂之屋

在这方面也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和心理进行过研究的。在研发方面，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2014年在上海嘉

定投资7.5亿元，建立集合研发、生

产和物流为一体的工厂，以跟上韩

国的更新速度，能够在研发和质量

上和韩国保持同步。

ETUDE HOUSE伊蒂之屋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开业盛况

ETUDE HOUSE 
伊蒂之屋明星产品 

珍珠母亮白多效气垫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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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中医美容糅合现代
生物技术打造精致美白好
产品

“祛斑美白”是同仁堂化妆品

的主打。同仁堂化妆品最早的产品

可以追溯到1993年由当时的北京

同仁堂制药二厂推出的“同仁堂祛

斑增白面膜”。这款由茯苓、丹参、

益母草、白芷等中草药成分为配方

的祛斑增白面膜通过基础研究、试

制、药理毒理及药效学研究以后，

同仁堂品牌化妆品由北京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麦尔海）负责经营生产及其整体运行。麦尔海成立于2001年2月，经北京

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666.HK）与香港麦尔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万美元发起创建，专门从事化妆品事务。

同仁堂这块有着346年历史的金字招牌带给了麦尔海无尽的文化滋

养和立足长远、诚信经营、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经营精神。从“修合无人

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的古训，都被深深地贯彻在麦尔海日常的工作事务和发展理念当

中。这一点，麦尔海用它稳步发展的14年之路，向消费者和用户大众做了最

有力的证明。每一位麦尔海人都知晓一个道理，同仁堂的化妆品事业不是

要做三年五年，而是要一代人接一代人地做下去。在这里，长久和负责是

不变的行为准则，认真负责做好每一款产品是每一位员工始终的坚守。 

看同仁堂化妆品
—如何将中医美容糅合现代生物技术打造精致美白

文/本刊记者 庄小洁

还在北京中医研究院进行了100例

临床观察，以“京卫药准字（93）L一

12号”的批准文号面市，一时被称为

“美丽的传说”。而后随着同仁堂

的重新改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其前身为北京

同仁堂制药二厂。而后便组建了麦

尔海。

麦尔海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将祛

斑美白成分进行了更优质化的改

良。2012年麦尔海荣获国家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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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局认证的“中草药复方祛斑美白

组合及外用制剂”的发明专利。

相对于市场宣称美白功效的产

品而言，同仁堂化妆品严格恪守“炮

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

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从对原料的检

测到生产体系再到制作工艺，在麦

尔海的内部都有一套完善的标准。

麦尔海的实验室建立在同仁堂医药

研发大楼内，实验室内有着先进的

设备仪器和一支具有卓越研发能力

的研发团队。研发人员对“同仁堂祛

斑美白面膜”的老配方，做了相应型

的调整。比如之前的添加成分白芷，

是现行法规禁用的物质，研发组便

在新产品的添加物中去除了白芷成

分；在剂型方面，由之前的涂抹剂，

扩展到膏霜类。另外增加了对原料

质量指标的检测。比如，在选购茯

苓、当归、丹参等原料时，都要检测

其中多糖类和丹参酮含量的指标，

为保持工艺的稳定性，在选购当归

时检测当归薄层的层稀。为确保所

添加中草药的安全性和功效性，麦

尔海基本选择同仁堂内部的原料。

近年来，同仁堂为更好地把控中药

材受土壤中重金属超标及农药残留

超标问题，选择在远离生活区和工

业污染的地方开发了7大种植基地。

包括吉林的人参基地；河北的黄芪、

柴胡、板蓝根、荆芥、苦杏仁、地丁

基地；山西的党参基地；湖北的茯

苓、半夏基地；河南的山茱萸基地及

浙江的杭白芍基地等。相比市场上

出售的中草药原料价格，同仁堂的

价位要远远高出许多，这便大大增

加了同仁堂化妆品的生产成本，但

麦尔海从不投机取巧，保证让每一

款产品达到货真价实。同仁堂的化

妆品不添加香料，保持着中草药本

来的药香味，而其价格相比市场原

料，要高出好几倍。

更值得一提的是同仁堂化妆品

所采用的脂质体技术。脂质体是磷

脂和其他两亲性物质分散于水中，

由一层或多层同心的脂质双分子膜

包封而成的球状体。脂质体类似细

胞结构，有生物膜的特性和功能，

故又称人工生物膜。具有亲水性和

疏水性，既可以包裹水溶性物质，又

可以包裹脂溶性物质。脂质体可以

将VC、VA、VE等更多功效分子包裹

在膜内，通过改善角质细胞或角质

细胞间脂质的通透性，以其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和显著的促进功效分子

透皮吸收特性，将功效分子送入皮

肤表层，同时还可以实现储存，在

6～24小时内持续发挥功效作用。脂

质体可使功效分子滞留在表皮与真

皮之间，使吸收进入血液系统的功

效分子数量减少，可有效避免全身

不良反应。作为转运动功效分子的

载体，完整的脂质体可以穿过角质

细胞、角质细胞之间的间隙和皮肤

附属管道开口进入皮肤，因脂质体

的大小组成不同，穿透皮肤浓度不

一样，同时把功效分子带入的深度

也不一样。构成脂质体的外膜与细

胞膜相近，脂质体进入皮肤后，可经

由脂质交换和融合作用而维护皮肤

生理功能。所以通过控制脂质体的

粒径和组成成分，可以有目的地实

现所要达成的功效。与传统载体相

比，脂质体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但是，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特

别是在应用到化妆品中时，放置不

久常常出现分层现象。麦尔海的研

发人员花费了整整三年时间，通过

不断的实验，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

实现了其更好的均匀性和一致性。

假如说功效物是卫星，那么脂

质体就是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卫

星依赖火箭之力遨游九天，功效物

依赖脂质体之力发挥出更加神奇的

效用。 

过度质量把控，只为打造精
品品质

同仁堂化妆品的每一款新产

品，从最初的研发立项到产品正式

投入市场，麦尔海都需要到同仁

堂集团总部报批备案，对于投放

到市场的化妆品，麦尔海都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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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的把关。即便对于一张小

小的面膜纸，麦尔海也是在进行

过深度的市场考察，反复实验，确

认其安全性和环保性后方才选择

购买。而事实也证明，在历年来几

次的面膜抽检中，众多面膜品牌被

检出含有禁用物荧光剂，而同仁堂

面膜产品凭借其安全性赢得了消

费者的青睐。

市场销量重要，但维护同仁堂

声誉却是至上的，这一点对于每一

位同仁堂麦尔海的员工来说，是首

当其冲的神圣职责。

“不能因为你，而毁了同仁堂

300多年的好声誉”是每一位员工需

要恪尽职守的准则。鉴于此，同仁

堂化妆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也尽

显突出了别一番的严格严谨。在进

入同仁堂化妆品生产车间的第一道

门槛处是一块至腿部膝盖高的挡鼠

板，这在同仁堂每一个制药车间大

门口是必须要设立的，目的是为了

防止老鼠等动物进入车间。同仁堂

化妆品生产车间均按照制药车间的

GMP标准设计，并取得ISO9000的认

证体系。所有化妆品的开发立项须

先报同仁堂质量技术处审核，待通

过后方可进行开发工作。一款新产

品的研发需要进行三个阶段的验证

考核。第一阶段是为期3个月的挑战

性试验，把新产品分为不同剂量，加

入活菌，然后观察其体系的稳定性；

第二阶段是安全性评测，通过实验

室结合临床进行；第三阶段是功效

性评测，通过实验室设备检测与实

验人群的观测记录。期间要历经18

个月的周期，要同期提供相应资料

到同仁堂质量技术处进行备案，履

行手续要依照制药环节的程序要

求。所以一款新产品的上市周期有

时会需要更长更久的时间。 

敬畏每一位消费者，是同仁
堂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30年间中国化妆品行业从20

世纪80年代3.5亿元的产值增长到

2013年突破3000亿元，如此令人惊

讶的增长速度背后，也紧随着蔓延

出各种安全问题的隐患。众多化妆

品企业忽略对产品本身的质量要

求，一味以各种花哨噱头迷惑消费

者，以市场销量为判定产品好坏的

检验标准，以赚取最大利益为终极

目标，化妆品品市场一时沦为不法

商贩的掘金之所，也因此蜂拥出大

批的“土豪金”。同仁堂化妆品诞生

之时，恰逢中国化妆品业发展态势

良好，而其在同仁堂博大精深的文

化脉络中，固守着本色，没有随波

逐流。

同仁堂的百年品牌基因是同仁

堂化妆品的安身立命之本，虽然追

求利益是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

“我从参加工作就进入同仁

堂，至今已经30多年。正是因为一代

又一代同仁堂人对‘炮制虽繁必不

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古训的坚守，才铸成了这块长盛不

衰的金字招牌。这样的精神其实已

经深深烙印到我们的骨子里，我们

这代人是将之更加的发扬光大，而

不是给它脸上蒙灰。”麦尔海刘总

说，“我们不能做对消费者不负责任

的事情。不拿消费者当试验品，敬畏

每一位消费者，让他们明明白白消

费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社会

责任。”

同仁堂化妆品是我国第一家在

产品标签上做全成分标注的品牌，

并且是采用消费者能够看得懂的语

言文字，不使用那些让人无法理解

的专业术语。十几年来，好像很少

见到同仁堂化妆品在媒体投放广

告宣传。它的销售渠道主要建立在

同仁堂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药店和

一些商场、超市，近两年开通了跟电

商的合作，而条件是对方必须要有

好名声。同仁堂化妆品看重的是回

头客。从来自同仁堂药店的购买统

计看。其顾客重复购买率达百分之

八十以上。

麦尔海是位“好雇主”

家住北京丰台地区的小赵，已

是一位5岁女儿的妈妈。7年前来到

麦尔海，在生产车间从事质检工作。

每天从丰台到位于南三环中路的麦

尔海上班，每当同仁堂那座雕梁画

栋的大门楼出现在眼前，她总是有

一股按捺不住的自豪感，她会不由

自主地挺起胸膛，穿过那庄严的大

门楼，穿过那条红墙、绿树映照下的

大道，伴随着鸟儿欢快的鸣叫声，迈

着轻快的脚步，来到车间，消毒、更

衣，开启一天的工作。这些年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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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享受着亲戚、朋友和周围人们

因她在同仁堂上班，而投给她的那

羡慕的目光。在这里工作，她感到很

踏实，她认为只要自己认认真真做

事，便可以一直做下去，不需要有失

业的担心。的确，在同仁堂麦尔海的

内部有着这样的企业文化，没有下

岗的职工，有些职工做工作不能称

职，公司会选择给他调岗，但不会令

其下岗。每一个新员工的入职，都会

有公司指定的一位“师傅”负责“携

带”，从工作技能到学习并融入同仁

堂的企业文化，皆由师傅授道解惑。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是麦尔海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产生

的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员工是企

业发展的根本，麦尔海把企业比作

一棵树，把员工视为给树浇水的人，

小树长大了，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

大树，便可以为浇水人遮风避雨。一

直以来，麦尔海视员工为企业的一

份子，积极为员工提供发展和成长

平台，不断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让

员工跟随企业共同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韬光养晦，同仁

堂化妆品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准确把控中草药原料的功效性，

到充分糅合脂质体的成熟技术；从

质量检测体系的日趋完善到企业标

准化运营水平的全面提升；从制作

工艺的越发精湛纯熟到规模化生产

运行体系的建立；从单一的祛斑美

白护肤类到走向护发护体、口腔护

理产品的多元化；从同仁堂化妆品

市场黏合度的不断提高到电商渠道

的新扩展。这一切都意味着同仁堂

化妆品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

N

S

O L

N

S

O L

N

S

O L

《
中
国
化
妆
品
》
全
球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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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2日至14日在广州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化妆品个人及家庭

护理用品原料展览会（简称PCHi)圆满落下帷幕，历时三天的展会共迎来

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9292名全球专业观众。PCHi 2015的规模空前，观众

人数再创新高，参观人数比PCHi 2014增长了13.5%。PCHi 2015共有434

家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加了展会，其中首次参展的有115家，比

2014年的84家有所增长。

国药励展（Reed Sinopharm Exhibitions, RSE) PCHi项目经理

徐琳表示：“从一开始，我们就致力于把PCHi打造成国际化妆品和个人护

理行业首选的原料及包装采购中枢。多年来，PCHi在展会的质量、规模、

观众及参展商数量上稳步增长。我们的展会展出面积从去年的23000平方

米扩大到今年的25000平方米。与在广州举行的PCHi 2013相比，今年的

海外观众增长了8.7%。展会的持续成功要归功于PCHi随着行业的发展不

断适应以及为行业做出贡献的能力。当然，没有参展商及观众对我们的鼎

力支持，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卓越之选  美丽之源
—PCHi 2015精彩纷呈

文/本刊记者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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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i 2015精彩点之一： 
新品颇丰，提供更多全新
原料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机会

作为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平台，

在今年的PCHi上，共有81个参展商推

出了多达123项的新原料和新方案。

这进一步证明了PCHi正在日益成为

全球新产品发布的首选途径。

在个人护理领域拥有20年历史

的汇朗中国见证了整个行业的高速

发展。本次它们在展会推出了一款增

稠剂—CKTHCN-GM，它会给产品

带来全新肤感。这个产品也是作为全

球首发产品发布。

为应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赢创

工业集团推出一款新型的低泡表活

TEGOTENS®  FG  40。这是赢创本地

团队开发的众多创新产品之一，再加

上本土化生产的优势，能为客户提供

更高的附加价值。TEGOTENS® FG 40

解决了二恶烷的残留问题，同时解决

了产品清洗力好但泡沫少的矛盾。它

可与两性及非离子复配，稀释比可达

1∶10至1∶50。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良

好的耐盐性且在自然环境中能充分

生物降解。

荣获了2015中国个人护理品

及化妆品技术创新奖的亚什兰

N-DurHanceTM A-1000调理聚合物，

是一种新型的基于丙烯酸酯的均聚

物，能够带来持久的头发修复和调

理效果。它可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修

复受损头发，使头发恢复天然的理

化特性。即使在头发经过5个清洗周

期之后，N-DurHanceTM A-1000调理

聚合物依然能保持护理效果，而市

场上其他市售调理产品在头发经过

单次清洗后就会失效。该聚合物具

有卓越的毛发亲和力，不仅没有过度

积聚，同时还能够有效改善消费者

的梳发和护发体验。亚什兰特种添

加剂亚太地区技术服务经理凌峰表

示：“N-DurHanceTM A-1000护理聚

合物满足了消费者对创新的全面护

发产品的需求，可明显改善头发状况

和美观度。与其他护发技术的原理

不同，该产品能够在头发表面形成

均匀的疏水层，在多个清洗周期中真

正地改善头发状况，为消费者带来

益处。”

随着中国个人护理市场的持续

扩大，消费者每日不同时间段的不

同需求更加细化，对产品的要求也日

趋专业。例如，头发护理产品需在白

天呵护秀发的同时为发丝带来莹润

光泽；而晚霜则需利用夜间为肌肤

提供完美修复。除此以外，消费者对

源自天然的个人护理产品也愈加青

睐。科莱恩个人护理产品由此应运

而生，内含天然配方，满足消费者在

清晨、午后和夜间的全天所需。在此

次PCHi展览会上亮相的该系列产品

包括：Plantasens® 深海两节荠籽油、

Plantasens® 天然乳化剂、Plantasens® 

Olive  LD保湿剂和Velsan®SC多功能

防腐增效剂。“在PCHi中国展，我们

的客户将再次惊艳于我们广泛的绿

色环保、可持续的护肤和护发产品

组合，它们均基于天然成分配方。我

们的客户服务人员和技术专家将随

时与展会观众分享科莱恩的合作意

愿和方法，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科莱恩特种工业和消费品

业务单元亚太区总监吕宁（Stephan 

Lynen）说道。

PCHi 2015精彩点之二： 
活动丰富，为行业人士搭
建了多维度的交流沟通
平台

PCHi是一个集科研、创新、技术

为一体，并强调行业特性的平台。

PCHi  2015为业界人士提供了丰富的

展示和交流活动。例如新产品展示

会、新技术研讨会、PCHi交流会、包

装产品展示会以及包装创新区。观

众和参展商一样，可以通过众多的会

议、活动来了解行业内原料、产品、趋

势及技术方面的最新信息。

今年主办方根据之前进行的市

场调查推出新活动，为展会注入新鲜

元素。他们致力于提高新老客户的参

展体验的承诺。此外，主办方投入巨

资组织会议安排，推出一系列主题会

议，很好地满足了行业内各界观众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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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届PCHi都广受欢迎的会

议安排，在PCHi  2015由于其强大阵

容也同样备受青睐。此次会议项目环

节共设有87场讲座，涉及4大专业领

域和16项议题。60多位行业专家与行

业同仁分享关于天然植物美白、头发

护理、化妆品检测、全球化妆品包装

设计与技术、研发配方师技术、全球

化妆品市场趋势及政策法规等方面

的报告等，传递和交流着大量的行业

信息，让本次参会者受益匪浅。 

今年，在美白论坛上，董银卯教

授的“中医思想在美白化妆品领域的

应用”和马来记博士的“浅析中西方

美白思路”报告给行业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其将早于西方1700年的中国

化妆品美白发展历史进行了清晰的

总结，尤其是董教授提出的美白植物

原料与化妆品研发流程：症、理、法、

方、药、艺、效、证、用，为配方师们提

供了良好研发体系。他们的精彩分享

同时也为行业人带来了美白思考：如

何转变思维模式，解决好产品在安

全性、有效性、科学性方面的结合？

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医学组方理念和

现代的科学理念相结合？

把握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是

每个化妆品企业决策者制定企业

发展方向的关键。在化妆品及包装

市场趋势报告会上，来自行业权威

的三家信息咨询公司GKF-中怡康、

Euromonitor、Mintel为行业人带来了全

新的包装和市场大数据分析，发布

化妆品行业最新市场趋势，让化妆品

企业从技术发展、市场销售到终端

销售大数据中深入把握产业发展脉

络，做到顺势而行，乘势而为，兴势

并举。

在政策法规论坛上更提供了对

国际政策的介绍，它向中国生产商提

供清晰明确的法规信息，帮助他们扩

展全球市场。

PCHi  2015 还推出了全新的官

方APP互动应用程序。它可以帮助用

户了解每天展会的动态，同时还可以

帮助观众和参展商进行会议计划安

排。“用户对这个应用程序表示好评，

我们将继续改进，以更好地服务用

户。”PCHi项目徐经理表示，“PCHi一

直保持与时俱进，也采用社交媒体作

为行业沟通的新方式。我们现在在微

信、微博、脸书、领英、优酷，还有推

特网上都设有账户，欢迎观众和参展

商在他们喜欢的社交平台上和我们

交流。”

PCHi 2015在3月13日揭晓了中国

个人护理品及化妆品技术创新奖，

颁奖典礼由国药励展（RSE）与荣格

工业传媒（Ringier  Trade  Media)联

合主办，共有24家企业因在不同类

别的新配料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获

此殊荣。另外，今年还增设了“优秀

奖”，以进一步鼓励企业研发更多的

创新技术。

PCHi 2015在3月14日举行最佳展

台奖颁奖仪式。本奖项是为了表彰参

展商在展台设计、多语言宣传材料以

及展品布置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投入。

今年的评选小组由国际媒体代表和

PCHi官方展台搭建者组成。

PCHi  2015最佳展台奖的获

奖者如下：

＊最佳展位设计奖

广州汇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北星天然植物油脂有限公司

＊最佳沟通奖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斯洛柯（中国）营运中心

＊最佳产品展示奖

广州新浪爱拓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欧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PCHi 2015精彩点之三： 
凝聚核力，整合行业资源
成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由国药励展牵头组建的“中国个

人护理用品化妆品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于2015

年3月14日在广州正式宣布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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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秘书长王建华

先生和国药励展董事总经理胡昆坪

女士共同为联盟揭牌。第8届PCHi期

间,来自全球和中国300多位个人护理

用品化妆品的专业人士和媒体共同

见证。

北京工商大学董银卯教授担任

首届理事长，国药励展研究部主任曹

师越先生担任秘书长。来自北京工商

大学、北京日化研究所、中国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亚化妆品科

技有限公司、广东名臣有限公司、广

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17

家发起单位的企业负责人和多位国

内外知名专家也在现场纷纷表示，联

盟的成立既是中国个人护理用品化

妆品产业的福音，也是广大联盟会员

企业的福音，他们将认真履行联盟章

程和义务。许多企业代表在成立大会

上表达了加入联盟的愿望，希望通过

联盟的平台促进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最终为产

业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

秘书长丁玉贤女士，向与会各方宣读

《关于支持成立中国个人护理用品

化妆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批

复》；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秘书长

王建华先生、国药励展董事总经理胡

昆坪女士为联盟揭牌；联盟理事长

董银卯先生，指出要突出“专业化、

开放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组建特

色，致力于打造跨部门、跨区域、跨

学科、跨国界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个人护理用

品化妆品产业技术的发展。中国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秘书长王建华先生则

对联盟的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希

望联盟发起单位，加强与产学研促

进会的交流，为人民健康、美好事业

再谱新章！

PCHi 2015采访系列之一

昭和电工PCHi 2015首推

新型维生素C衍生产品

—专访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个护原料组销售经理  柴藤淳

在亚太地区，人们总是把白皙

肌肤和年轻貌美联系在一起，这一

观念使得该区域美白亮肤产品的

销量和需求呈指数型增长。一项调

查预测，截至2018年，亚太地区美

白产品销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3.3%，印度和中国则是其中最大的

市场。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一家总

部位于日本的原材料制造商—昭

和电工，其在本届PCHI上全新推出

的产品“Ascomate-C”是一种维生

素C衍生物，能够在溶液中保持超强

稳定性，是首次为中国个护市场专

门推出的。

在采访中柴藤淳说：“作为领先

的特殊化学品供应商，昭和电工不

断创新研发产品，以帮助解决当前

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虽然维生素C 

的美白功效已被证实，但它相对不

稳定的特性阻碍其渗透性能，使其

不能最大限度地被肌肤吸收。所

以，以此为重点，我们研发出能在溶

液中保持高度稳定性的新型维生素

C衍生物Ascomate-C。这次在广州，

是我们面向制造商首次正式推出

Ascomate-C，我们希望它能够引起

亚洲化妆品生产商的兴趣。”

Ascomate-C耐高温抗氧化，可

在产品中保持稳定，并且在使用之

前，能在空气中保持非活性及化学

稳定性。使用之后，Ascomate-C易

被皮内酶水解形成抗坏血酸，从而

有效地经皮吸收，渗透。除此之外，

Ascomate-C在溶解时不易变色，能

够更好地提升最终产品的外观。经

证明，Ascomate-C对亮白肤色、抗

衰老、治疗痤疮、护发均有效果，适

用于乳液、防晒霜、洗发水等多种化

妆品。

Ascomate-C的功效包括：

＊通过抑制黑色素合成，淡化色素

提亮肤色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抑制其分解

＊通过减缓细胞老化实现抗衰老

＊通过消除自由基，保护肌肤免受

紫外线损伤，保护毛外皮免受氯

损伤

在采访中柴藤淳还介绍说：

本届展会上除了Ascomate-C，昭

和电工还展出另外两种衍生物

ApprecierTM  (APPS) 和Hi-Carnitine 

(HLC)。APPS是一种新型的维生素

C衍生物，能够强力快速渗透。大多

数维生素C衍生物具有亲水性，然而

APPS独特的两亲性（同时亲水亲油）

能够使其在穿过细胞膜时不降低浓

度。这极大增强了皮肤对APPS的渗

透性，使维生素C直接接触真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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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吸收。而维生素C的有效

吸收将提升产品功效，对抗色素沉

淀、抗皱、治疗痤疮尤为有效。

众所周知，肉碱具有激活细胞

的特性，但其亲水性却会导致自身

不易经皮渗透。然而，这种新型肉碱

衍生物HLC却能有效渗透肌肤，通过

酶解释放肉碱。这能显著提高细胞

内肉碱浓度，从而产生能量激活肌

肤细胞。HLC尤其适合抗衰老产品，

已被证明可以减缓肌肤衰老的症

状，如细纹、暗沉、干燥、松弛等等。

PCHi 2015采访系列之二

亚什兰推出新型
N-DurHanceTM 
A-1000调理聚合物

—专访亚什兰个人护理行业 

中国区销售总监  刘英才

亚什兰集团是全球提供消费特

种化学品和工业特种化学品解决方

案的领军企业。旗下亚什兰特种添

加剂业务部门是全球第一大纤维素

醚生产商和乙烯基吡咯烷酮的全球

领军企业，为客户提供各种行业领

先的产品、技术和资源，用以解决众

多应用领域中的配方或产品性能难

题。亚什兰特种添加剂为当今要求

极高的消费品和工业应用领域提供

全面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主要客户

包括制药企业、个人护理品等。 

刘英才介绍说，作为世界一流

个护原料供应商及新产品创新解决

方案研究者，公司于1995年就已经

到上海设立了技术服务中心，开始

给客户提供一些技术或者配方支

持，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满足他们

在创新和配方方面的发展需要。当

时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高，也得

到了他们的充分认可。在20多年的

发展历程中，我们不断地加大人力

和物力投入，人员由原来的一两个

人发展到十几个人。在仪器和测试

方法方面，我们不惜成本购入进口

的仪器，现在的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是与公司全球的其他研发中心相连

接的，一些个人护理品的模拟配方

和单个原料应用的测试结果是可以

全球共享的，因为仪器和测试方法

也是与那些研发中心一致的。就是

这样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和这样的资

源平台令我们更加有信心，可以用

产品研发、创新和技术支持的服务

与客户建立更广泛更持久的合作关

系，而不是用低价格去吸引客户，这

也是我们深感自豪的地方，希望客户

感受得到我们公司在技术合作上给

予他们的最大支持。

本届展会上亚什兰推出了应

用于美发产品的N-Du r H a n c eTM 

A-1000调理聚合物，并荣获2015

中国个人护理品及化妆品技术创新

奖。这款原料产品是基于市场上有

大量护理原料应对头发干枯、毛糙

和不易梳理等问题，但没有任何一

款能够长时间恢复头发的疏水状

态，不能为消费者创造有益价值。

N-DurHanceTM  A-1000是一项最新

的研究发现，能让头发更健康、更

顺滑，更易打理。

同时亚什兰受昼夜节律科学启

发，还推出了一款应用于美容产品中

的原料：Chronogen  YSTTM 生物功

能活性物。

过去三十年中，分子和环境生物

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了以24

小时节律为基础的生物进程如何帮

助植物和生物预测常规的环境变化

并为之做好准备。近年来开展的体

 
图1 描述了DNA夜间修复和复制和白天生成抗氧化酶的正常昼夜周期。

DNA的昼夜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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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来到这里想看看市场上最新

趋势和产品。我特别喜欢新技术发布

会这个环节，它非常吸引我。它给像

我这样的观众提供了一个获得深入了

解最新技术的平台。有些信息我们在

参展商的展位上可能是看不到的。”

广州淼森国际有限公司的连仲

蔚和冯政旺说：“此次参加展会，我

们看到各大参展商带着最专业的态

度，最热情的服务以及最吸引人的技

术亮相展会，在每个展位前，都能得

到企业工作人员对采购商的耐心讲

解，同时增加了体验式营销，有打版。

让我们不虚此行！”

PCHi  2015结束了，PCHi  2016将

于2016年3月1日至3日在上海世博展

览馆举行。采访PCHi项目徐琳经理

时，她总结说：“PCHi  2015是至今为

止我们最骄傲的成就。我们的观众

人数在三天的展期中一直保持强劲，

最后一天的观众人数仍比去年最后

一天增长了49%。我们对于PCHi 在

个人护理和化妆品行业中的重要地

位感到非常骄傲。到目前为止，下一

届展会约90%的展位已经被参展商

提前预订，我们相信PCHi 2016 将是

一场精彩的盛会。”

PCHi采访系列之三

与会者对参加 
PCHi 2015的参会感受

亚什兰(中国)应用开发和技术服

务经理迈克尔·林在谈到连续参展

的感想时说：“作为一个长期在PCHi

参展的企业，我们见证了这个展会历

年来的成长和进步。对于我们来说，

PCHi 是一个展示我们新产品和创新

的极佳平台，它对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增长非常有帮助。我们将会继续支持

PCHi。”

MFCI有限公司（中国）销售经理

夏雪（音译）称赞PCHi多年来的一贯

表现：“这是我们第八次参加PCHi参

展，我们发现这么多年来观众的质量

一直很高。参加PCHi，使我们能够促

进和现有客户之间的关系，还能发现

新的商业机会。PCHi在建立客户联系

方面非常有价值。”

第一次参观PCHi的Actives国际

（美国）生物研发中心主管杨·C. 安

德森教授分享道：“PCHi已经成为这

个行业的国际性平台，它有效地将中

国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我在展会看

到许多国际大品牌。我觉得组织者能

够把国内和国际上多样化的参展商集

聚一堂，对与会者来说获益匪浅。”

家庭护理品制造商GoJet综合服

务公司（俄罗斯）的Joy  U  Itamah补

充道：“PCHi 对化妆品生产商是个

绝好的平台！这个综合性贸易展览会

服务于行业的整体供应链。所以，准

备加入化妆品和个人护理行业的公司

应当来参观PCHi，因为在这里可以看

到并学到很多东西。”

第一次参观PCHi的中国广州力拓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杨婷

婷说：“我的同事向我强烈推荐PCHi, 

内实验表明，人体肌肤的某些生物

物理和生理参数也根据昼夜节律而

改变。皮肤温度、皮脂生产、pH值、

电势（电容）和水分流失都似乎遵

循生物钟。亚什兰在皮肤护理中应

用昼夜调节规律，推出了Chronogen 

YSTTM 生物功能活性物，这是一种

源自酵母蛋白的新萃取物，在体外

实验中证明可能有助于保持皮肤细

胞节律，防止紫外线伤害，令肌肤呈

现健康光彩。  

亚什兰对1%含量的Chronogen 

YSTTM  进行了临床测试[国际化妆

品原料命名:水 (水剂)  (和) 甘油 

(和) 水解酵母蛋白 (推荐)]。根据测

试结果，建议在各种配方中使用生物

功能活性剂：在白日配方中使用，可

帮助皮肤提高对紫外线诱导损伤的

天然抵御能力；在夜间配方中使用，

可促进皮肤进行自我再生；根据表观

遗传学的一些观点，可在抗老化配方

中使用；在各种配方中使用都有助于

保持皮肤内部生物钟“同步”。

在谈到化妆品原料市场的发展

趋势时，刘英才总监说：在个人护理

品市场，首先是在头发护理方面，无

硅油产品成为一种主流；再就是头

皮护理产品，防脱产品是一大趋势。

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研发机

构对头发护理的研究，已经像护肤

一样深入，已经开始关注头皮机理

层，这也体现了服务以人文本的根

基。其次是护肤品方面，美白、保湿

和祛皱是当今市场的趋势，尽管美白

产品市场是近些年才被关注的，美

白的安全性令人担忧，但是对于亚洲

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会随着美白原

料安全性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白

的追求，其市场潜能不容忽视。

广州淼森国际有限公司 
连仲蔚 冯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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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Cream增长趋势和份
额占比

根据中国化妆品权威零售监测

研究机构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

究有限公司(CMM)对中国38座城

市百货商场和购物广场化妆品专

柜的月度零售监测结果，以下监测

数据BB霜包含CC霜和DD霜。2013

年BB Cream的销售额为4.73亿元，

2014年BB  Cream的销售额为5.81

亿元。2014年BB  Cream的销售额

BB霜CC霜
彰显裸妆魅力 

文/张 翠

比2013年BB  Cream的销售额增长

了1.08亿元。2013年BB Cream在面

部彩妆中占了14.14%的份额；2014

年BB  C re am在面部彩妆中占了

16.25%的份额；2014年BB  Cream

比2014年BB  Cream在面部彩妆中

增长了2.11%的份额。由此可以看

出BB  Cream是呈上升趋势。当今

美妆界中，BB霜已经红红火火半边

天，持续与粉底竞争，BB霜的未来

发展依然被看好。

BB Cream的使用人群开
始多元化

现代社会男性也越来越注重

自我形象，不管是为了取悦别人也

好，或者纯属自我欣赏也罢。当男

性不再以粗糙作为唯一引以为豪的

特征时，男性也越来越具备感性的

一面，基础的护肤产品已不能满足

男性对于肌肤保养的全部诉求，男

士护肤和男士彩妆成为一个时尚话

题。想做质感型男？没有干净体面

的脸面可不行。如今BB霜早已不是

女人的专属，但不少男士还是表示

对BB霜有种又爱又恨的情绪。随着

BB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成分和功

效加入里面，节省了不少护理皮肤

的繁琐步骤，使其被越来越多的不

同人群倾向购买。

根据中怡康对中国38座城市百

货店和购物广场化妆品专柜的月度

BB霜兴起于韩国，在韩国迅猛发展后，这股热潮已蔓延至日本，并迅速

席卷整个亚洲。如何缔造无瑕、无妆感的苹果肌美妆，加入BB霜绝对是个不

错的选择。BB Cream的全名是Blemish(瑕疵)Balm(软膏)Cream，有遮瑕及

镇痛的意思。BB霜最初由专业皮肤科医生研发，20世纪60年代于德国盛行，

专为焕肤后敏感及受损肌肤提供更新、修护、遮瑕和修饰功效。近几年来韩

国掀起裸妆及童颜热，有化妆看起来却像没化妆一般，皮肤呈现晶亮透明的

光泽感，于是BB Cream便成为新一代裸妆美人的焦点。不少韩国女星甚至

标榜自己裸妆的秘密武器就是使用BB Cream。近年来，BB霜已经成为国内

外女性追捧的美妆圣品，想要变得美丽，又懒得层层涂抹，丢弃繁杂的化妆

程序，只要拥有一款BB霜就可以起到提亮肤色、遮蔽瑕疵、美白、隔离护理

肌肤的作用。

 
图一：BB Cream的销售额及在面部彩妆中的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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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监测结果，以下监测数据BB霜

包含CC霜和DD霜。从2013年开始

BB霜的细分人群开始往男士发展，

从2013年和2014年数据显示已经

有三个品牌有男士BB霜。从图二可

以看出，2013年高夫BB  Cream的销

售额为25万元，梦妆还没有往男士

BB Cream发展，欧莱雅BB Cream的

销售额仅为71万元。2014年高夫BB 

Cream的销售额为51万元，梦妆BB 

Cream的销售额为34万元，欧莱雅

BB  Cream的销售额为157万元。高

夫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26万元，

梦妆2014年开始向男士BB  Cream

发展，欧莱雅男士BB  Cream发展

迅猛，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86万

元。BB霜的发展人群开始了多元化

之路，相信在今后的几年里，男士

BB霜在品牌数量上一定会有更大的

突破。

 

BB Cream销售额在高端
市场中独占鳌头

BB霜的发展在不同档次说明了

市场需求的发展比重在高端市场比

较突出。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文

化水平和信息渠道的便利，人们对

外界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加快。

除了物质追求以外，对精神食粮也

越来越多地关注，“美”无疑成了人

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但是繁杂的

化妆程序不仅耗费人们的时间，也

提高了人们对美丽妆容的费用。BB

霜的完美出现解决了这两种问题，

使人们对美不再束手束脚。

根据中怡康对中国38座城市百

货店和购物广场监测数据显示，以

下监测数据BB霜包含CC霜和DD霜。

2013年BB  Cream在高端市场的销

售额为1.30亿元；2014年BB  Cream

在高端市场的销售额为1.69亿元；

BB Cream2014年比2013年在高端市

场的销售额增长了0.39亿元。2013

年BB Cream在中高端市场的销售额

为0.71亿元；2014年在中高端市场的

销售额为1.06亿元；BB Cream  2014

年比2013年在中高端市场的销售额

增长了0.35亿元。2013年BB  Cream

在中端市场的销售额为1.39亿元；

2014年BB Cream在中端市场的销售

额为1.95亿元；BB Cream  2014年比

2013年在中端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

0.56亿元。2013年BB  Cream在低端

市场的销售额为1.33亿元；2014年BB 

Cream在低端市场的销售额为1.10亿

元；BB Cream 2014年比2013年在低

端市场的销售额下降了0.23亿元。由

此可见，BB Cream在高端、中高端和

中端的市场是逐年增长，BB  Cream

在低端有下滑趋势。说明人们的消费

水平在提升，购买人群的需求也越

来越有品位。 

 
图二：男士三品牌BB Cream的销售额

 图三：各级品牌BB Cream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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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Cream销售额份额前
十品牌

在BB霜迅速发展期，众多品牌

开始对BB霜越来越青睐，BB霜的发

展道路也越来越宽，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要想在众多BB霜品牌中有突

出成绩，就必须有不同于一般品牌

的独到经营理念。

根据中怡康对中国38座城市

百货店和购物广场监测数据显示，

以下监测数据BB霜包含CC霜和DD

霜。在BB  Cream销售份额的占比

中，具有影响力的10大品牌脱颖而

出，其中有美宝莲、兰芝、兰蔻和

欧莱雅等品牌。美宝莲、兰蔻、欧

莱雅三个品牌在2014年

BB  Cream的销售额份

额有所下降，兰芝、雅

诗兰黛、香奈儿等7个

品牌2014年BB  Cream

的销售额份额呈增长

趋势。但凡有与霜产品

相关的榜单，美宝莲

均列首位。而论销售层

面，2013年美宝莲BB

霜共卖掉1299万支，而

2014年已销售1185万支。美宝莲BB

霜每支售价近100元，单单一种BB

霜就能贡献5亿多元的销售额。由

此可见，无论是销售规模还是关注

度，美宝莲BB霜虽然保持第一，但

已经与第二名的兰芝差距迅速减

少。群雄逐鹿之时，本土品牌中亦有

悍将。2014年，自然堂BB霜单品年

销过亿，与其本土领军地位也非常

匹配。美宝莲和自然堂在BB霜品类

上取得的成功证明，“品牌效应”和

“销售网点优势”依然是决定产品

销量的两大关键因素。

 

CC霜不只是噱头 产品细
分成必然趋势

底妆品BB霜的出现，曾令无数

美女为之倾倒。遮瑕、调整肤色、防

晒、细致毛孔等多种作用，令其在美

妆界风靡一时。2014年起，CC霜开

始强势崛起，大有后起之秀之势。一

般人都会认为BB霜和CC霜之间其

实只是名字的区别，但其实它们在

作用和效果上有很大的不同。BB霜

的产生是一个很大的美容变革，可

是现在我们似乎需要迎接下一个美

容趋势了。CC霜名字的由来就是“校

正肤色”（Color  Correcting）。CC霜

最早被研发出来的时候，是为了给

整容手术病人使用的。大部分经历

过整容手术的病人都会有敏感等皮

肤问题，CC霜可以帮助这些病人进

行皮肤修复，并且滋润肌肤。因为

CC霜中的护肤成分比较多，质地比

BB霜更轻薄，能起到提亮肤色、滋

润肌肤的作用。而用过BB霜的人都

会发觉BB霜的质地比较厚重，这是

因为BB霜主要是用来遮瑕。对于皮

肤瑕疵比较严重的，例如长痘痘、

痘印比较多、毛孔粗大的皮肤，可以

使用BB霜进行遮瑕，修饰肌肤。大

多数BB霜是以防晒、保湿、遮瑕、美

 图四：BB Cream销售份额前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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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为主，产品功能同质化比较明显。

虽然有消费者表示越来越多的底妆

品面市，令人患上了“选择恐惧症”，

甚至有人质疑这只是市场营销上的

定位有所区分而已。然而，从整个

化妆品行业的发展来看，不断地细

分市场，推陈出新是必然趋势。

根据中怡康对中国38座城市百

货店和购物广场监测数据显示，从

图五中可以看出，BB霜的发展奠定

了一定的市场基础，市场份额也是

增长趋势，在彩妆市场中有了很高

的消费人群。CC霜入市分羹BB霜，

在彩妆市场中个品类的份额BB霜上

涨了22.1%；CC霜在彩妆市场中个

品类的上涨了120.0%，CC霜的发展

趋势已经比BB霜更加被看好。

从2008年掀起风潮那时起，BB

霜就以颠覆传统的概念和让人惊艳

的效果迅速席卷市场。从BB霜的概

念初始到各大品牌顺应潮流趋势，

纷纷推出自家的BB霜不过只有短短

半年。其间，“裸妆概念”被大家所

熟知并受到追求简单、自然的中国

消费者的大力追捧。随着市场竞争

的不断激烈，BB霜也不得不开始差

异化发展，除了基本的“裸妆”功能

外，还能调整肤色，或是更加薄透。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对美妆品有了更

多贪心的念头，希望可以有一支既能

护肤又能修饰肤色，同时还能隔离

外界伤害的产品，因此添加有矿物

质的BB霜就成为新一代的代表。目

前BB霜市场仍未饱和，未来更将持

续高速发展。首先，中国化妆品市场

人均消费量相较发达国家仍处于较

低水平(2011年为美国的1/10和日本

的1/20)，中国彩妆市场才刚开始。

据市场调查显示，相对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更注重粉饰，

因此BB霜等底妆类产品能有效迎合

二三线市场的需求。作为后起之秀

CC霜的出现，已经慢慢开始掩盖了

BB霜的光彩，对于美妆界而言，永远

都需要新鲜劲儿，永远都需要新血

液和新的营销亮点。从CC霜的销售

份额占比等方面，CC霜表现出了强

劲的发展势头。由此可见，在面部彩

妆中BB霜和CC霜占据主导地位，成

为彩妆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图五：BB霜是面部彩妆的驱动力，CC霜表现尤为突出

www.chinacosmetics.cn / 25

Focus & Reports



冲洗型护肤品的欧盟环境保护标签

最新修改规范
翻译/小小超

欧盟生态标签对冲洗型化妆品的规定范围最近进行了修改，近日出台新

增的条例。联邦环境机构的Marcus Gast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将需要注意的点

进行梳理。

欧
盟生态标签是一种旨在

促进环境友好型产品，

减少化妆品对于环境、

健康、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的不良影

响的政治方式。

2007年，欧盟生态标签出台了现

有的对于需冲洗型化妆品范围的规

定。最近这一规范得到修改，以适应

化妆品行业目前发展的趋势。另外，

涉及欧盟标签的标准还需符合欧盟

化妆品(EC)第66/2010的规定。

欧盟66/2010规定的第6条款使

得一系列显著变化相继产生。

第六条款：欧盟生态标签规定，

不可将生态合格标签授予包含或

制作过程中混有任何规定中列出为

有毒、对环境有害、致癌或者导致

癌变，具有生殖毒性的产品。根据

欧盟化妆品规定(EC）第1272/2008

欧洲议会2008年12月16日理事会决

议，对于分类、标签、包装所含的

物质和质地，以及物品中包含的物

质都作出要求—须符合EC规定

第57条1907/2006欧洲议会决议，

并且根据2006年12月18日理事会对

化学制剂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REACH）的规定，符合欧洲化学制

剂规定。

第6（7）条款：特殊范畴的物品

若包含了第六段落中提及物质，并且

该物质无法找到可用的替代品，无法

使用可替换的物质或设计，或该物质

的替代产品对环境影响更大，委员会

可以同意废除第六条款对于该产品

的适用性。当涉及符合NO1907/2006

欧盟化妆品规定第57条中物质，并且

其生产过程符合第59条款中所规定，

出现在一种物质成分或者一种匀质

混合成分里的混合物，其含量以浓缩

物的形式达到重量的0.1%（总重量

中的量），皆不符合规定。

因此，物质对于环境或健康

造成威胁的超过产品总体重量的

0.01%，这样的产品就算不上生态

标签合格产品。使用以下范围内的

物质都在禁用名单中：

H300,  H301,  H304,  H310, 

H311,  H330,  H331,  H340,  H341, 

H350,  H350i,  H351,  H360 F, 

H360D, H360FD, H360Fd, H360Df, 

H361f,  H361d,  H361fd,  H362, 

H370,  H371,  H372,H373,  H400, 

H410, H411, H412, H413, EUH059, 

EU H 029,  EU H 031,  EU H 032, 

EUH070, H334 and/or H317.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规定下第6

（7）条款规定的对于不可替代物质

的不适用情况必须做出规定，有些

表面活性剂或防腐剂可以继续进行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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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可代替品的表面活
性剂和防腐剂被允许继续
使用,这是一项例外情况。

表格一：对于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危害的名单之外的可使用配方

成分

产品 CDV新规定 CDV旧规定

香波 洗浴产品 液体香皂 18000 20000

液体香皂 3300 3500

护发素 25000 30000

剃须用泡沫 剃须胶 剃须泡沫 20000 ——

剃须用固体肥皂 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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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活性剂（最终产品中总浓度

<20%）：H412

■ 香水*：H412、H413

■ 防腐剂**：H411，H412，H413

■ 使用在去头屑洗发水中的活性锌

制剂：H400

对于可再次利用原料的首
次规定

另外一项重要改变的出现在于

新增了对可再生资源的规定。如果

在产品或者包装中使用了棕榈树或

者棕榈仁油的衍生品，那么该棕榈

树或棕榈仁的种植过程必须是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的，对于种植的

管理须符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

并且其中的员工来自各种背景，如

NGO，工厂和政府。

举例来说，申请方必须出具由

独立第三方提供的证明，作证该棕

榈树和棕榈仁油是在可持续耕作的

管理下生产出来的。这就涉及来自

RSPO或类似系统的认证，属于基于

多方控股的可持续培养公司或使用

Book-and-Claim的产业链供应方

式，比如GreenPlam或者类似的系统

来保证原料来源的可靠性。

如何定义冲洗型产品
冲洗型化妆品的类别包括固体

皂、液体皂、沐浴液、洗发香波，以

及头发护发素；新型的冲洗型产品

还包括剃须泡沫、剃须凝露、剃须膏

和剃须皂，这些用品无论是在专业

的美发机构还是普通的家庭，使用

都很广泛。这个范围的产品不包括

消毒或杀菌类型用的产品。去屑洗

发水是个例外，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

仍旧属于冲洗型产品。

另外，新的规范包括以下几项重

要的改变：

■ 所有的表面活性剂都必须是无论

在厌氧条件或是好氧条件下都能够

被生物降解的。

■ 烷基聚氧乙烯醚的使用和其他烷

基衍生物、乙二胺四乙酸和相关盐

类，NTA,不易生物降解的有磷酸、

硼酸、硼酸盐、苯氧基乙醇(HICC)，

橡树苔提取物、硝基麝香和多环麝

香化合物、八甲环四硅氧烷、二叔丁

基羟基甲苯、三氯生、对羟基苯甲

酸，甲醛，甲醛释放物、纳米银和微

塑料都禁止使用。

■ 新的CDV用量范围（临界稀释体

积）降低（见表格二）。

■ 对于好氧和厌氧的非生物可降解

标准物质含量也降低了要求（见表

格二）。

■ 针对儿童设计使用的冲洗型用品

都不能够添加香精。

■ 非具有持续毒性的防腐剂，可

以适量添加。A类防腐剂为非持续

化学毒性种类，需符合标准化学富

集系数(BCF)＜100或正辛醇/水分

配系数＜3.0.。如果化学富集系数

以及正辛醇/水分配系数都可以查

询，那么以数值最高的化学富集系

数为准。

■ 麦芽色素如非具有化学持续毒

性，可以在产品中添加使用。麦芽色

素添加量的化学富集指数如果小于 

100或者辛醇/水的分配系数小于

3.0，那么符合化学富集系数标准。

如果属于食物添加剂范围内的麦芽

色素，则无需考虑存在持续化学毒

性的可能。

■ 若冲洗型用品声称具有某种效

果，如护肤或清洁作用，又及其他

的功效（如去屑作用或者保色性），

需通过实验室数据或者消费者测

验，符合“化妆品效果测验指南”以

及符合消费者使用手册中的规定。

（该手册可在欧盟生态标签网站上

查到。）

另外应注意对于包装的规定也

会有随后而来的改变。

Marcus Gast
制药洗涤和清洁产品部门专家

德国环境办公室

德国德绍

图
片
提
供
／W

illy
a
m
 B

ra
d
b
erry, S

h
u
tterstock

.com

表格二：好氧和厌氧包裹体在非生物降解环境下的新的限制

产品 ANBO (mg/gAC）
（欧式计量单位） AnNBO （mg/g AC)

香波 沐浴乳 液体香皂 25 25

固体香皂 10 10

护发素 45 45

剃须泡沫 剃须口者喱 剃须膏 70 40

剃须固体香皂 10 10

对于含有抑菌成分以及防止感染成分的产品，不适用生态
标签，但对于去头屑产品来说，它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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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如今的高科技时代

所呈现出的复杂技术，

往往让女性感到更

加不安，因此我们将提供的解

决方案为：简单！在最短的时间

内达到最大的效果。用最少的

精力达到最大的效果，自然完美

的肤质是最极致的美。ArtDeco希望

带领您探索自然的美丽概念。现在，

ArtDeco推出全新的概念产品：纯色

矿物质系列。

真正的艺术在于了解如何让美丽蜕变为完美，这也是ArtDeco的纯色

矿物质彩妆系列（pureminerals collection）的迷人魅力所在，因为每一

个女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最美的自己，ArtDeco雅蔻的美妆专家周兴携雅蔻

魔妆天团7位专家老师来带你探寻更美的“自己”。

上妆=保养 
来一场矿物质彩妆革命

文/艾 琳

不含滑石粉让肌肤保持润泽水

嫩，矿物质对肌肤的好处繁多，所以

矿物质微粒已经成为彩妆潮流的新

趋势。

属于你的矿物质妆容
快 速 完 妆 秘 密 武 器 —

ArtDeco雅蔻梦幻轻透修颜粉。

由好莱坞引发的矿物质粉底新

革命已袭卷中国女性，颠覆了中国

女性的传统上妆习惯。经权威皮肤

专家一致认可，纯天然配方的矿物

质粉针对敏感和问题肤质也同样适

用；它不易引发粉刺、不堵塞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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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兼具粉底与蜜粉的功效。德国第

一彩妆领导品牌雅蔻ArtDeco推出

的梦幻轻透修颜粉刚上市就引发了

疯狂热潮，成为众多名模明星每日

上妆必备的单品。

天然矿物质成份的彩妆颗粒

不会堵塞毛孔，不会造成肌肤的过

敏；并且利用矿物质本身的特别功

效来增加对肌肤的呵护，大量减少了

化学的添加。它不含油脂，也没有添

加滑石粉、香精等刺激成分，能使妆

效看起来格外的自然轻透，温和的

成分能适用所有的肤质，上妆同时

可以保护肌肤，使脸色看起来更加

的润泽、立体、自然。

每次化妆的时候总是又要粉

底、又要遮瑕、又要蜜粉的，如果碰

到比较赶的时候，特别是上班一族

早上上班出门前，总是觉得有些麻

烦和浪费时间，而且又要担心自己

的化妆技术不好、妆不够自然。

ArtDeco雅蔻的这款梦幻轻透

修颜粉让你再也不用为这些问题心

烦！梦幻轻透修颜粉虽然是粉状的，

但你可别误以为它是普通的散粉

哦！它可是结合了粉底、蜜粉、遮瑕

功能于一身的全功能底妆。使用的

时候只要将粉刷（推荐使用ArtDeco

卡布奇刷）适度地均匀沾上梦幻轻

透修颜粉，以螺旋的方式，由外向

内轻轻涂抹在脸上，自然无瑕的完

美脸妆就完成啦！！如此一来，就可

以大大缩短以往复杂耗时的上妆步

骤，上妆过程也变得简单、顺手，补

妆也变得超级轻松简单。任何场合，

你都可以驾轻就熟地让自己变得魅

力十足，引人注目！

梦幻轻透修颜粉含有多种天

然的矿物质混合物，包括氧化锌和

氧化镁，除了提供自然的矿物紫外

线过滤功效，防止肌肤提早老化之

外，还具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同时

能够镇静肌肤，即使红肿或者痘痘

的肌肤，也可以安心使用，不必担心

会造成对肌肤的刺激。

“果冻妆”一睹为快
“果冻妆”即是今季大热的全新

“裸妆”。从零缺点的底妆开始，到

脸部光影的修饰，力求展现出犹如

经过数字修片过后的超完美肌肤。

如何让粉底完美无瑕是对每位

女性的最大挑战，而粉底是让妆容

完美无瑕的关键，其实粉底对女性

而言一直是最困难的选择！矿物质

彩妆更可避免过浓或过于人工修饰

的痕迹，打造出最完美的妆效，突显

出女性的自然美。

虽说粉状的彩妆品在古老的时

代已经被用来改善肤色及遮盖肌

肤的瑕疵,但是现代人更是充满智

慧地将矿物质广泛使用在彩妆商品

上，因为矿物质对于肌肤的益处远

胜过一般的彩妆品。

在开始使用全新纯色矿物质粉

底前，最好先以适合的面霜或乳液

调理肌肤。待保养品完全吸收后再

使用矿物质系列彩妆产品。

选择正确的颜色非常重要
首先，在手上涂抹调理面霜，待

吸收后再测试粉底的颜色，纯色矿

物质粉底装在罐子内时的颜色看起

来比涂抹在肌肤上深，因此您可利

用手背大拇指与食指间的肌肤，测

试出最合适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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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化妆品

一种新的化妆品趋势崛起？
翻译/小小超

本次访谈我们邀请到位于德

国不来梅Halal Zertifikat公司的

CEO，Yavuz zoguz博士，对清真

化妆品的相关问题给予解答。

你如何定义清真化妆品？

清真是一种在阿拉

伯国家允许的行为或物

品，根据伊斯兰教对穆斯

林规定，清真是可以使用

的标志。如果一样食物

不是清真的，那么就意味着它不能被

穆斯林食用，比如猪肉或酒就是穆斯

林禁止食用和饮用的。在化妆品行业

中，清真的定义更加复杂一些，比如

含有酒精的物质接触皮肤并不严格

禁止，但是由于酒精会导致皮肤的

不纯净，穆斯林在使用了酒精的情况

下不可以参加宗教仪式，但其他场合

不受影响。因此在清真的范围里对于

化妆品的规定就是该化妆品的使用

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使用者对

宗教仪式的正常参与。

是什么使得清真化妆品产品的兴

起成为一种趋势？

在西方国家，人口的增长并不像

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势头凶猛，因此化

妆品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能够

获得销量的增长，产品必须具有前瞻

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发者开始留意到穆斯林群体对化妆品的需求。

性地瞄准将来的消费者人群。清真化

妆品的兴起缘于化妆品生产者对于

原料来源的加深理解，以及对于穆斯

林化妆品需求的意识。

清真化妆品和纯天然化妆品有什

么区别？

清真所谓的纯净与不纯净是基

于宗教的定义来说的。对于伊斯兰

教来说，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纯净的，

但它们可能是纯天然的。比如有些化

妆品使用动物油或者植物酿造的乙

醇，这些都是纯天然的成分，但不符

合清真规定的产品。

什么样的配料不能在清真化妆品

中使用？

所有来源于动物的成分（或人

类），以及发酵酿制而成的乙醇成分

都不能使用。然而，有些纯净的配料

也能够引起问题。比如硅油本身是纯

净并且符合清真规定的。但是如果它

的使用遮住了头皮毛孔，导致穆斯林

不能进行宗教式的头部清洗，那就成

为问题了。

有什么配方能够用来代替酒精？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只有

使用发酵方法酿造出来的酒精才是不

纯净的酒精。人工合成的酒精被认为

是纯净的。穆斯林不允许饮用酒精，

但是使用含有人工合成的酒精的化妆

品和使用含有发酵酒精的化妆品的

规定是不一样的，虽然两种酒精的化

学分子式一样。这其中的区别对于清

真来说，具有不一样的精神效果。

目前清真化妆品的市场规模如何？

根据可信的研究报告表示：百分之

二十的穆斯林消费者在使用化妆品时，

都会想到自己使用的产品是否符合清

真的规定，但该报告并未提及剩下的百

分之八十穆斯林会怎样做出选择。

购买力最强大的市场在哪里？为

什么会是这个地方？

有数量不少的报告写道：亚洲是

最具有购买力的清真市场，因为绝大

多数的穆斯林都生活在亚洲。但我认

为，不能低估西方国家的市场，因为

在欧洲的穆斯林数量不断增长，并且

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哪片地区的市场具有最高的增长

潜力？为什么？

我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认

为欧洲国家拥有快速增长的市场，并

拥有一批具有特定需求的消费者，有

助于促使一个新市场的建立，最后

在全世界打下产品基础。

谁能够为企业提供符合清真标准

的配料？

如果我们去查看一下，就会发现

生产清真产品并且拥有相关证书的

供应商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很少有企业会宣传自己有生产

清真产品的能力，只有在被问起的时

候才会提到，因为他们对于伊斯兰教

抱有一定的敬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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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品牌支撑起的 
香水市场

文/王雅晗

一、香水市场销售额逐年
稳步增长

根据中国权威零售研究机构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CMM)对中国38座城市的百货商场

化妆品专柜的月度零售监测结果显

示，2013～2014年香水市场销售额

呈平稳上涨趋势，从1280.81百万元

上涨到了1414.85百万元,年增长率

达到了10.47%。由近两年销售额可

以看出，香水市场处于增长状态。

二、高端品牌仍为香水市
场主流，中高端市场逐渐
显现良好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权威零售研究机构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CMM)所提供的月度零售监测结果

显示，2013年至2014年高端品牌占

据了中国分级别香水市场累计销售

额95.17%的份额(见图2外环)，中

高端市场则达到累计销售额3.33%

的份额（见图2外环）。从销售额角

度看，高端品牌占据了主导地位。

香水市场有近200个品牌。其中，分

级别品牌数量的占比为高端市场

22.63%、中高端市场10.95%、中端

市场28.47%与低端市场的37.96%

（见图2内环）。由下图可以看出，高

端市场的香水品牌并不是大多数，

但其累计销售额却是其他市场无法

比拟的。中高端市场品牌数量最少，

但其累计销售额较中端市场和低端

市场多。综合两个因素可知，高端品

牌占据绝大部分香水市场，而中高

端市场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香水

市场可以在中高端部分继续开拓。

香水市场具有明显的龙头品牌

趋势。销售额前十名品牌的成绩也

是显著的。香奈儿和克里斯汀·迪

奥两大香水品牌的销售额占据了近

80%的份额，再一次印证了高端品

牌在香水市场的重要地位。根据中

国权威零售研究机构北京中怡康

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对

中国38座样本城市百货商场化妆

品专柜的月度零售监测结果显示：

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利曾经说过：“不搽香水的女人没有未来”。香

水，一直被认为是小众市场。但如今它以其特有的迷人气味，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对于现代都市女性来说，香水不仅是提高生活品位的标志，更是自身气

质的象征。有许多人觉得香水是女性的专属，但男士使用香水也早已不再是一

个充满异议的话题，这是表达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男士香水已成为男士追求

时尚和新生活方式的标识。我们所熟知的香水，如可可小姐、香奈儿5号、男士

古龙香水等大部分都是高端品牌，那么中国香水市场的格局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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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香水市场销售额前十

名品牌占比达到了90%以上，可见

这十个品牌对香水市场的影响力是

巨大的。近两年中，香奈儿和迪奥的

销售额一直排在前两位，其地位无

法撼动。欧舒丹一直保持着第四的

排名，而其销售额占比从2013年的

1.70%上涨到2014年的2.83%，年

增长率高达83.49%。其上涨幅度较

大，较其他品牌增长显著。欧舒丹

作为中高端品牌的典型代表，展现

了其蓬勃的生命力。

 

三、香奈儿、迪奥尽显国际
大牌风采，单品排名平分
秋色

从“表1：2014年香水整体市场单

品销售额排名”中可以看出，可可小

姐香水100ml的销售额最高，销售量

的市场的占比也达到了7.77%。单品

前10名的排名中，香奈儿和克里斯

汀·迪奥的的单品各有5个。这前10

名香水的销售额占到了整体市场的

近20%。从各项分析中均可看出香奈

儿和迪奥两个品牌占据了香水市场

 
 

的绝大部分比重。从规格方面也可看

出，100毫升的香水在前10名排名中

更受欢迎。

俗话说：“闻香识女人”。仿佛香

水天生就是为女人准备的。而现如

今的香水市场中，男性香水也逐渐

占据一席之地。从“图4：香水细分

市场销售额占比”上看，2013～2014

年女士香水的占比均为92%左右，

男士香水则占到了7%左右。虽然男

士香水的占比较女士香水要少得多，

但是由图表可以看出香水细分市场

一直发展得较为稳定，而男士香水

也在稳步发展中。

男士香水单品情况又是如何

呢？从“表2：2014年香水男士市场

单品销售额排名”角度看，香奈儿

和迪奥单品依旧占据绝大比例，前

十名男士单品销售额达到了近50%

的份额。其中，香奈儿的蔚蓝男士

香水包揽了男士单品销售额排名前

三的位置。另外，前十名男士香水

单品在香水总排名中的位置也比较

靠前。男士香水的市场同样存在很

大的潜力，有可能会成为香水市场

的新星。

表1：2014年香水整体市场单品销售额排名

排
名 品牌名称 产品名称 规格 2014年销

售额份额
2014年销
售量份额

1 香奈儿 可可小姐香水 100ml 7.77% 4.16%

2 香奈儿 邂逅香水 100ml 3.76% 2.02%

3 克丽丝汀·迪奥 真我香水 100ml 3.24% 1.65%

4 克丽丝汀·迪奥 花漾甜心淡香水 100ml 3.00% 1.97%

5 香奈儿 邂逅柔情淡香水 100ml 2.71% 1.81%

6 香奈儿 可可黑色香水 100ml 2.35% 1.12%

7 克丽丝汀·迪奥 真我香水 50ml 2.32% 1.71%

8 香奈儿 可可小姐香水 50ml 2.11% 1.62%

9 克丽丝汀·迪奥 花漾甜心淡香水 50ml 2.08% 2.05%

10 香奈儿 NO.5香水 100ml 2.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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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14年香水男士市场单品销售额排名

男士
排名 品牌 产品名称 规格

销售额在
男士市场
中份额

整体市场
中份额 总排名

1 香奈儿
蔚蓝男士 
淡香水

100ml 13.55% 0.96% 23

2 香奈儿
蔚蓝男士 
淡香水

50ml 6.22% 0.44% 43

3 香奈儿
蔚蓝男士 
香水

100ml 4.93% 0.35% 54

4
克丽丝
汀·迪奥

桀骜男士淡 
古龙水

75ml 4.55% 0.32% 57

5 香奈儿
男士运动 
喷装淡香水

100ml 4.44% 0.32% 58

6
克丽丝
汀·迪奥

桀傲男士 
香水

100ml 3.53% 0.25% 73

7
克丽丝
汀·迪奥

超越男士 
香水

100ml 3.06% 0.22% 84

8
克丽丝
汀·迪奥

更高香水 
(男)

100ml 2.47% 0.18% 100

9 香奈儿
白色魅力男士
精粹淡香水

100ml 2.43% 0.17% 102

10 高夫
No.527 
古龙水

60ml 2.40% 0.17% 103

经过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香水市场发展较平缓，主要还是以

香奈儿、迪奥等高端品牌为主。中高端品牌的兴起虽然还在萌芽阶段，但随

着香水市场的日益扩大，中高端品牌香水的业绩定能蒸蒸日上。

注：本篇文章的数据来源均为北京中怡康
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CMM）针对38座城
市百货商场化妆品专柜的月度零售监测数
据。38个城市为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
太原市、呼和浩特市、沈阳市、大连市、长春
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苏
州市、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厦
门市、南昌市、济南市、青岛市、郑州市、武
汉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南
宁市、海口市、重庆市、成都市、贵阳市、昆
明市、西安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乌
鲁木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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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品牌，是产业前排的一个企业阵营。具体品牌出现的市场行为，

折射出的是这个阵营里存在着相关的主张或潜在的思维格局。具体企业姓

氏名谁不是看点。

说在前面的话：关于一线品牌和微商

一线品牌倒追微商“广场舞”： 
与时俱进还是增长乏术？

—《论国妆》
文/李传玉工作室

自
“微商”兴起之日，杂家

就坚定地认为：微信能

与人沟通，就能做生意。

用微信经商自有其必然性。即便“微

商”在当下面临着诸多负面新闻（包

括主流媒体频频介入讨伐），微信经

商这个功能的本身并无过错。有错，

也不在微信而在“商”。理由有二：

一来国家的法律法规滞后于新生事

物的衍生，乃客观使然；二来是生

意场原本就是投机钻营者聚集的环

境，只要法未所及，出现什么不靠谱

的事情都不足为奇。古今中外无不

如此。至于未来的“微商”会否成为

主流商业渠道，眼下谁也不好断言。

而时下屡屡遭斥的“微商”何时能洗

却不堪，用积极的心态看：大家应乐

观其成。于是“微商”在当下的问题

不在于用什么手段操作，而是谁介入

了操作。特别是在具体的产业里，哪

些品牌和企业介入了操作，其中是有

看点的。

看点一：自“微商”出现起，就一

直伴随着泾渭分明的舆论对抗。“微

商”初期，因其“拓客”形式多出自

对朋友圈的骚扰，负面口碑多被责

为：畸形自恋+恶俗扰民，故有“大

妈广场舞”的不屑，转眼出现了比

“大妈广场舞”疯狂千倍的“万人微

商大会”等等，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

会让业者联想到前些年渐已凋零的

“成功学”满血复活归来。好奇的介

入者“受伤”后多众口一词：与传销

无二。而力推“微商”的精英们则信

心满满地预言：“全民微商”时代必

将到来。最直观的期待就是寡头品

牌将会纷纷介入。在化妆品产业圈

里，眼下有哪家国际寡头品牌介入了

“微商”暂不清楚。倒是本土一线品

牌坐不住了屁股，被一语成谶。

看点二：“微商”出现伊始，被

普遍认为是搅动了商业圈的游戏。

它既动了“传统商家”的奶酪，也动

了早其两年出现的“传统电子商务”

的地盘（眼下已经有“传统微商”的

说法了）。细观之下却有些拧巴：最

初介入“微商”的多是小品牌、单品

类。产供销一条龙，朋友圈里奔走

相告，自弹自唱，跟“传统商家”挨不

着。继而发展到中不溜的品牌也先

后试水。后者攻克高端渠道实力不

足，开通“微商”冀望图个增长点，

也在情理之中，却面临着与“传统商

家”如何设置关系的问题。而对渠道

和终端号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一线品牌，放下身段融进微商“广

场舞”，“传统商家”自然要警觉。显

而易见，“传统商家”自己圈里彼此

间是无扰的。警觉的是厂家借助“微

商”分流他们的市场份额。

看点三：在“微商”看来，除它

之外，一切都是“传统”的。传统的，

意味着是过时的。做“微商”自然意

味着与时俱进。一线品牌企业将介入

“微商”的决策提高到“第x次创业”

的高度，意味着“微商”具备了足以

替代“传统商业”的销售系统。此乃

一线品牌毅然决然加盟微商大军的

核心动力。至于这个销售系统的先

进性和强大力在行业市场内是否已

得到成功践行，我们尚不知晓，但从

一线品牌企业高调喊出“过百亿”销

量的目标，应该是这个系统强有力

的底气。然而来自市场一线的“传

统”商家却有不同的声音：“上”微商

的一线品牌近年业绩增长乏术早显

端倪。此时出场不过是不再拿捏身

段的“病急乱投医”而已。究竟哪一

个看点能真实地反映出当下本土化

妆品产业圈里的现实，都是具有研

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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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正确的方向在
哪里？

对具体企业而言，介入某个新兴

商业形态的决策用“第x次创业”的

高度去定义，显然不是戏言，是经营

战略方向层面上的决定。而对步入了

规模经营状态的一线品牌而言，以

拓展“微商”作为“第x次创业”，方

向正确与否，对产业现状的思考，是

不可忽视的。

三年前，网购（电子商务）兴旺

之初，一线品牌“与时俱进”地跳上

网，建商城。任凭“传统商家”跳脚骂

娘却不为所动。高屋建瓴的理论是：

互联网时代到来了，“传统商业”必将

被取代。几年过后，直至“微商”蜂

拥而来，先前的电子商务眨眼间也沦

为了“传统”的商业阵营里，难免有些

“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尴尬。但是却

给业者留下了几轮似曾相识的声音：

“传统电子商务”兴起之时，铺天盖

地的颠覆、取代之声振聋发聩——

互联网是传统商业的终结者！时下

“微商”的出现，这个声音加大了无

数倍的分贝：同样也要取代“传统商

业”。只是sorry，这一次连“传统电子

商务”也在劫难逃，一起打包了。

于是浮上台面的疑惑是：电子商

务缘于何故没有取代“传统商业”？

必将“全民微商”的微商能否如其呐

喊的号角那样，必然能承载这一颠

覆的使命？

杂家不是“传统商业”的守墓

人，也不是互联网时代新兴商业形

态的“天敌”。与一线品牌企业一

样，对新兴商业形态的研究是从业

所需。着眼新时期中国化妆品市场

出现新兴商业形态的几个阶段，相

信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业者都不难发

现，新兴商业形态与“传统”形态的

商业相处一室期间，似乎并没有出

现谁颠覆谁的现象。具有规律性的

表现是：新兴商业形态出现初期自

然会与传统商业出现竞争，随后即

转换为互相交融。时过境迁，时下的

结果证明了这种交融是符合商业行

为属性的。唯独没有出现谁取代谁

的事实。

第一阶段的市场主流渠道是百货

商场+各地批发市场（1985～1995）。

第二阶段的主流渠道增加了卖

场超市（1995—2005）。卖场超市以

及之后衍生出的社区便利店，是这

一阶段最突出的新兴商业形态。

第三阶段自2005年起至今，国内

专营店渠道的兴起和境外零售连锁

（屈臣氏、丝芙兰等）的进入，主导

了化妆品行业市场在这一阶段中前

半段的新兴商业形态运动。后五年，

互联网市场的成型催生了全球性的

商业终端多元化形态，时下纷纷鼓

噪的“颠覆”和“取代”之声正是在

此业态下得以出笼。

以上图示印证：新兴商业形态

在中国化妆品市场新时期不同阶段

中，并没有发生谁取代谁的业态。特

别是第三个阶段前半段的专营店群

体遍地生花，早期计划经济延伸过

来的各地百货大楼，经过新型商业

模式的融合后陆续“游离”为眼下的

高端百货渠道。各地以物流为主要

功能的批发市场多已演变成了地区

代理。继续扮演着新型商业环境下

的商业角色。既然在新时期过往30

年间层出不穷的新兴商业形态没有

发生谁取代谁的事实，被一线品牌

上升到“第x次创业”的微商，能否承

载这一历史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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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向性”决策的疑问。

常识告诉我们：承载着“第x次

创业”使命的系统，必须是优越于

企业正在运行的新型生产力系统。

说白了，除非“微商”具备“终结”其

他商业形态销售功能的能量，能够

“废”掉其他商业形态生意的“武

功”，否则“微商”就无法改变自己

同样是商品分流的角色。“微商”是

商品分流的一分子无可厚非。我们

这里讨论的是企业在经营决策层面

上的“方向性”问题。

“过百亿”的微商销售系
统究竟存不存在？

业者皆知，从2014下半年至当

下，类似“月流水20亿”的“微商”喊

叫不绝于耳。“微商”是否真的具有

如此大的神通？在没有否定的结果、

同样在没有肯定的结果证实之前，

任何怀疑和鼓吹都难免武断。我们

权以化妆品行业市场的常态对微商

“传奇”指标做些直观的比照。

权以一家支柱品牌不超过15

亿，综合品牌（三个品牌以上）业绩

总和不超过40亿元的本土一线品牌

企业为例，确立“过百亿”的目标在

不分流“传统”市场业绩份额的前

提下，存在着如下几个前提的解读：

1、“过百亿”的业绩目标，是微

商系统另起炉灶的新品牌产品独立

业绩见证天下的；

2、“过百亿”的业绩目标，是微

商业绩连同企业在运营“传统”市场

品牌业绩的总和；

3、“过百亿”的业绩目标，分别

为一线品牌在运营的“传统”市场业

绩40亿元，微商系统独自产出60亿

元业绩的能量（综合品牌）。

以上三个不同的解读前提，用

两个图解显示如下：（下左图）

上图直观可见的答案有如下 

几点：

A、终端的分子扩张了，消费群

体的分母（13亿人）未变。在消费

需求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所有新兴

商业形态以及相关终端数量的增

加—不论增加多少，无一不是商

品分流的角色，包括“微商”在内。

B、除非“微商”能够证明，确立

“过百亿”的业绩目标不是通过“分

流”而来的；否则被企业赋予“第x次

创业”使命的微商销售系统，显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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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一：微商系统若有图示的

功能和能量，何苦为他人做嫁衣？马

云也会俯首称臣。

右图与左图只是量差的关系。

以上二图，无论一线品牌所“上”的

微商系统属于哪一类，决然都是一

个“传统”无敌的销售系统，但依然

难免会有如下直观的疑惑：

1、微商系统可否具备同一品

牌、同一系列的产品，微商系统的销

售份额是否具备独立的创产功能？

通俗地说来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

的，跟谁也不挨着，自弹自唱自己卖

票房。不分流其他渠道市场的份额，

不分流你“传统”市场的份额不是

人为刻意限定的，而是系统自身的

技术功能使然。以此展示“微商”是

具有独立销售生产力的渠道系统。

2、如果难免绝对地控制小微量

的分流现象发生，那么微商系统的

业绩从“传统”市场业绩中分流份额

多大，比例差异在多少份额下才不

算是“左口袋流向右口袋”？毫无疑

问，左口袋到右口袋的游戏决然不是

“第x次创业”的目的。

必须申明，本文的所有分析都

不是对“微商”的排斥。相反，作为

互联网时代的微商系统与传统商业

具有怎样不同的科技运营功能，是

讨论的着眼点，否则很难分清是“传

统”市场给了微商销售的托底能量，

还是微商系统自身销售能量的展

示，进而对微商系统功能的“先进

性”也无从认知。这也是求证“过百

亿”目标如何实现的基本支撑。

综上分析，对被一线品牌企业

上升到“第x次创业”高度的微商系

统，杂家坦言：其决策方向的正确

性是有所存疑的。对企业喊出“过

百亿”的微商业绩目标，也是保留看

法的。最基本的理由就在于，包括时

下的“微商”在内，至今没有谁能铁

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商业”的可

能。既然不能取代，何谈“第x次创

业”乎？

互联网+，撕开了“互联网
将颠覆一切传统商业”的
遮羞布

既然讨论“微商”，互联网是不

能不喷的。

不久前，“互联网+”的说法忽然

盛行。什么是“互联网+”？

上周（4月28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召开的GMIC（全球移动互联

网大会）上，具有世界互联网界指标

性的阿里巴巴公司移动事业群总裁

俞永福做了《互联网+重构供需》的

专题演讲。这是“互联网+”概念的

正面出炉。境外某知名媒体对俞永

福演讲的核心诉求做了非常直观和

通俗的注脚：《阿里俞永福：互联网

+创业要对非互联网有敬畏之心》。

俞永福演讲中对“互联网+”做

了进一步的“理论术语”注解：“互

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

展的新形态、新业态。“互联网+” 

所代表的新型经济形态，就是充分

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

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

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

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

产力。

相信互联网的研究者们都会注

意到俞永福的两个关键语汇：①互

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②提升

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什么

意思？用大白话解读：互联网经济如

果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游戏市场

的所有环节不外乎都是耍猴儿的。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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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进入2015年，互联网企

业放下身段要与传统商业“融合”

发展的信号并非始于几天前的俞永

福。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此前在公

开表态中撇清自己“从来没说过互

联网要颠覆传统市场”“不过是随

口说说而已”，早在网络上传得沸沸

扬扬。而比马云更早表态的中国“虚

拟经济之父”（原人大副委员长）成

思危面对主流媒体公开承认：虚拟

经济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

上。没有先进的实体经济作保障，虚

拟经济得以活跃的只能是它的负作

用——制造泡沫经济。

由此在杂家看来，“互联网+”

不是什么新概念，而是在种种泡沫

口号面临破灭前的经济学常识回

归，是互联网业者用体面的身段去

揭开“互联网将颠覆一切传统商业”

的遮羞布。联系到一线品牌以“第x

次创业”的高度上微商的现象，除非

真有什么“微商”神器做“法术”，无

须讳言，这样的决策是存在方向性

质疑的。

归纳本文的所有分析，可以概括

为一个核心焦点：一线品牌将倒追

微商“广场舞”的行为视为“第x次创

业”，是否存在方向性的决策偏颇？

更需进一步审视的是：一线品牌上

不上微商，不是问题的焦点；当下的

“微商”具不具备“颠覆传统市场”

的能力，也不是要八卦的话题。焦点

就在于一线品牌为何会出现如此的

表现。

在此前杂家关于本土一线品

牌研究的文章中多次指出：任何产

业的发展，一线品牌阵营的行为状

态对产业走向是具有导引效应的。

反之，一线品牌业绩增长或滞缓的

性质，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倾

向也是具有导向性的影响的。某家

一线品牌出现的行为，其所反映的

问题显然不是具体企业的问题，而

是对产业现状的折射。什么是“一

线”？仅仅是阶段性的经营规模进

入了同行业企业群体的前排？显然

不是。一线品牌在进入规模运营阶

段后如何把握正确的可持续发展

方向，是整个产业需要集体思考的

现实。

从具体案例中的一线品牌企业

着眼，在他们决定追逐“微商”前是

否真正完成了“传统商业”主流渠道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基

础建设？举目行业市场一眼尽知。

渠道的层次与品牌的档次之间的关

联关系，一线品牌企业知不知道？

显然是知道的。出身于百货商场的

品牌与出身于电视直购的某个品牌

的档次，无疑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追逐“微商”企望能谋求一些业绩

增长是正常的生意打算。将导入“微

商”确立为企业“第x次创业”作为

“晒自拍”，尽管不太符合一线品牌

的调门却也可以理解。若是真当真，

那事儿就严肃了。上纲上线地说，它

不仅涉及一线品牌在探寻增长的方

向和路径正确性；更涉及在商业形

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规模型制造

商企业如何把握自我产业角色的不

变形。

事实上，新时期本土化妆品产

业的几代一线品牌阵营不约而同地

面临着一个共性的盲区：当机缘性

的爆发机会消失和市场环境更新

之后，本土企业的专业营销能力和

综合竞争素质很快就会遭遇“鬼打

墙”。突出表现在企业进入规模运

营状态后，一线品牌企业的高层决

策班底在经营战略决策方面的思

维水准与创业期的思维质量难以拉

开距离。将倒追微商“广场舞”称为

“第x次创业”，是与时俱进的方向

错乱还是增长乏术病急乱投医？

                                                     

  2015年5月3日

李传玉

新时期中国化妆品行业首

批高级职业经理人。中国百货商

业协会化洗分会高级顾问。李传

玉工作室首席顾问。

李传玉工作室，为专注于化

妆品产业市场的营销管理顾问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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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英敏特美容及个人护

理资讯平台 (BPC)表示季

节性将成为美妆趋势，人

们会随着季节而变化饮食。不过，英

敏特研究发现，现在全世界都开始

根据季节来制定美容方案。

不仅仅是根据季节而简单推出

一款颜色或香氛，美妆品牌正在根

据季节来推陈出新，比如抵御彩妆

或是情绪波动的护肤品。

事实上，季节性趋势近几年已经

深深影响美妆行业，在过去三年，所

推出的产品数量非常大。季节性产品

在2014年所有的美容个人护理产品中

占11.1%，2011年则只有9.8%。另外，

全球季节性面部护肤品从2009年的

0.5%上升至2014年的1.2%。

英敏特全球美容及个人护理平台

总裁Jane  Henderson说：“我们的研

究显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且关心在

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如何养护自己

的肌肤和头发。现在，美容厂商已经

开始超越简单的季节性方案，其产品

的创新不再局限于季节性假期或考

虑的送礼场合。”

作为一个市场空白，英敏特报

告显示季节性的需求在全球护肤市

场尤为明显。五分之四（80%）的德

国消费者表示：他们一年中会换脸

部护肤品，近一半（48%）的中国女

性会在不同的季节换置不同品牌的

护肤品。

英敏特美容及个人护理洞察总

季节性将成为美妆趋势
资料提供/英敏特

监Vivienne  Rudd表示：“新一代的冬

季护理产品为肌肤提供额外的护理

及水润，这些倾向于干性及极度干

性肌肤，并在干燥的寒冷的天气状况

下使用。然而，就未来看，均可以解

决寒冷、潮湿的天气以及极端干燥。

同时，夏季极端的环境条件也要求产

品的创新，保护皮肤不受高温和湿度

以及紫外线的伤害，并提前预防即将

到来的秋天的变化。通过创建这些

季节性的选择，品牌有机会赢得消费

者全年的忠诚选择。”

另外，季节性护发也有强烈的需

求趋势，三成（30%）巴西护发消费

者声称他们将支付更多的产品来保

护头发免受阳光的伤害。

“如今，我们发现市场上已经有

一些通用的季节护肤护发产品，但在

未来我们期待新一代的产品可以针

对特定的皮肤和头发问题。这些产

品的推出有机会解决由于气候条件

和季节性所带来的头发护理问题，

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季节性成分以

及选择性的混合香味。”Vivienne 继

续说道.

季节性趋势似乎也是个人护理

市场的未来。目前，近一半（48%）的

美国防晒用户表达对沐浴露可以保

持美黑效果，44%的美国妇女在冬季

会使用肥皂、沐浴产品及更多的润

肤霜。此外，81%的美国男子使用肥

皂，对可以添加除臭性能等功效感兴

趣；59%的消费者对可以有SPF指数

的沐浴露、肥皂感兴趣。

这也反映了消费者在美容上的需

求变化，产品也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做

尝试，比如消费者随着季节的变化而

产生的情感需求。如季节性情感障碍

和冬季抑郁的状况现在的消费者和

时间是创新，吸引这些疾病的成熟以

及在温暖的天气里吸引了人们的乐观

的产品广泛的理解。”Vivienne还在

继续。

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36%）的

英国消费者说他们在2012/2013年的

漫长又寒冷的冬季有点缺乏正能量，

而当冬去春来之际，他们就愿意好

好打扮自己，重现光彩。

特别是，英敏特的研究表明这也

带给了香水制造商开发的潜力。如今，

三分之二（67%）的美国香水使用者

对于可以影响他们的情绪、缓解压力

的功效感兴趣，几乎四分之一（23%）

的使用者表示愿意为其买单。

“季节带来不同的美丽，同时也

同样带给原料成分季节性的收获，

比如季节性茶叶和滋补品也会加入

主流。季节主题或将影响全球的产

品上市。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

不同季节，彩妆品牌或将需要更注

重时间的敏感度去表达他们不同季

节的彩妆主题，而护肤品可能要更精

准地错时推出产品。美容品牌也需

要根据消费当地的特殊气候来推出

相关的新品，比如根据东南亚季风气

候。”Vivienne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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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妆品市场调查

如何将市场的价值最大化
翻译/小小超

您对于中国的市场是否了解？本文将为揭晓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带来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
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

台湾地区在化妆品生产

商和媒体眼中其实属于

三个不同的市场，而他们互相之间

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大

多数的化妆品牌都会对这三个市场

采取不同的分销渠道，彼此之间互

不影响。随着市场的开放化，中国大

陆中等收入的消费者拥有着越来越

来的购买能力。中国市场的化妆品

也因为中国人旅游频率的增加而越

发丰富。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中

国大陆地理上毗邻，来自中国大陆

的旅游团经常造访这两个地区。在

这儿，来自大陆的游客可以买到进

口商品并且更加了解西方文化，这

三个市场因此也变得关系密切。这

三个市场之间的差别仍旧清晰可

见，但并不像前些年那样明显，普通

话的普及和大众审美偶像的统一化

缩小了它们之间的差距。

中国化妆品市场

中国大陆的美容和肌肤护理市

场在2013年交易额达到267亿欧元。

产品消耗的量与2008年相比，增长

了4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这个市场

还相当有特色。国际化妆品公司，

如宝洁、欧莱雅、联合利华、安利等

品牌在大陆市场占据绝大多数的份

额，并且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分公司。

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在化妆品市场占

据了较高销售额，其中肌肤护理产

品占到最大的比例，为40%。

虽然国际性大公司在中国占到

几近垄断性的份额，中国本土的品

牌正在奋起直追，为此在创新型配

方的研制上和引进先进生产线的方

面不惜投入重金。

许多的中国化妆品生产厂家会

定期拜访参加国际化妆品行业集

会，并且与外国的配方供应商以及

成品化妆品生产商家进行联络。许

多中国的化妆品生产厂家甚至将欧

洲已有的知名品牌收购旗下，进行

自行生产和销售。至于这些从国外

“移植”回来的品牌是否能够在国

内拥有立足之地，是否能被国内的

消费者接受，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的中国政府在应对国内

和国际问题时推行的政策都倡导

遵循传统。媒体也经常宣扬传统产

品。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也为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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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男性来说，使用
护肤产品和彩妆已经成为
一种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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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妆品市场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立于1931年

的百雀羚公司。直到2000年，百雀羚

公司还只销售凡士林乳霜。自2000

年，百雀羚大手笔投资新产品的开

发，现在该品牌已经拥有7个系列的

产品，另外还有一些特色产品。

自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外出访

问时将百雀羚作为访问礼物送出之

后，该品牌会定期进行相关方面的

宣传。天然成分配方的化妆品仍然

广受欢迎，很多使用天然成分的品

牌比如Oil  of  Olaz、强生等，都因为

使用天然原料或是草本植物提取的

原料而受到欢迎。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使用

一些护肤产品或彩妆，这其中品牌

之间的定位区别也千差万别。另外，

孕妇及婴儿产品需求近些年增长较

快，在中国获取销售权的外国企业

如果找准自己的销售策略，可期待在

这一产品细分领域获得较高的销售

额和回报率。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自己

本土的产品缺乏信任感，而来自欧洲

的同类产品因为效果更好，质量更值

得信赖，往往大受欢迎。然而，在中

国市场想要建立长期消费关系并从

而增加销售量却很难。

在中国进行产品注册过程无比

漫长，常常令化妆品生产厂家等到

失去耐心。不过目前中国食品药物

监管局也正在简化申请程序的努力

之中，不少中国的化妆品生产厂家

都渐渐受益于这一改变。从2014年

6月份开始，中国的化妆品生产厂家

可以使用在线注册程序来进行产品

登记。另外，中国本土化妆品生产厂

家由于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手段，可以

不必采取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某些测

验，比如动物检测实验。

现在，根据相关的法规，在中国

进行产品注册仍旧是一项复杂的任

务，但上述的一些新的进展还是为

化妆品生产厂家减负不少，至少新

产品在进行产品注册时，不再需要

进行动物实验了。

最近一项争议性很强并且敏感

的问题，是由政府向欧莱雅子公司，

上海Episkin 生物科技公司颁发了营

业许可引起的，而这家公司的主要

业务是研究和制作人造皮肤。在对

待这一项研究的态度上，无论中国

还是国际社会，态度都是积极而支

持的。中国主流媒体将这一次的行

为视为在中国进行产品注册而免除

动物实验新法规成功实施的代表。

在不久将来这种发展将成为必然的

趋势。

中国香港和台湾化妆品 
市场

香港地区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

口，对于进口产品并没有进口赋税

或是其他额外的税收。香港地区本

地只有七百万人口，是一个相对较

小的市场。但是作为一个长期贸易

开放的发达城市，香港的商业是专

业有序的。香港的消费者英文好，对

于国际化的生活方式熟捻于心，很

长时间以来，香港都是作为西方国

家进入中国的跳板而存在。随着内

地的消费者自由出入香港的程度越

来越高，这一跳板作用越发显得重

要。2013年总计达到5340万的中国

大陆游客出入香港，较2012年增长

www.chinacosmetics.cn / 41

Market & Trade



一个正规的报关代理机构，建立起

销售层级，并且在全国建立起地区

性的经销商。该经销商可以与生产

厂家直接沟通或者是通过经理公司

来进行管理。如果经营活动进行得

很顺利，那么生产厂家可以设立一

个新的子公司来代替经理公司进行

项目经营、生产和销售计划的制订。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更灵活地进

行商业运营，并且可以避免摩擦损

耗。另外，这种策略可以从一开始就

促进快速的增长。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促进销售有

诸多困难，这两个市场的竞争很激

烈。在香港，奢侈品百货商店、专业

的化妆品商店，如莎莎或Boujour是

国际化妆品品牌主要的经销渠道。

在台湾地区，奢侈品百货商店、健

康食品商店、化妆品超市是主要的

国际品牌化妆品销售渠道。另外的

化妆品销售渠道比如SPA会馆，直

销渠道以及药店也都是不错的分

销渠道。

网上化妆品销售方式在三个市

场中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每一

种销售渠道都有自己独特的点，并

且都应该根据它本身复杂的市场

情况进行理解并寻找适当的合作

伙伴。

要想在市场中获得销售的增

长，用当地的语言提供的详尽清晰

的公司以及产品信息至关重要。如

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最大的销售利

润，那么在制订销售计划时，必须将

三个市场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虑。

耿  梅

顾问

Intergate Export 

Consultants &

Services, Haar, 德国慕尼黑

了11个百分点。香港的零售业因为来

自大陆的游客而格外兴盛。因此，

除了作为大陆的跳板存在，香港还

是外国产品在中国设立的“购物橱

窗”，但是香港自己却很少有自己生

产的产品，它的市场生存寄托在国

际知名品牌的销售上。对于香港化

妆品行业最大的挑战是越来越激烈

的竞争。因此，香港市场目前最主要

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品牌意识。

与香港市场相比，中国台湾市

场更倾向于生产符合亚洲人肤质的

化妆品本土产品。台湾地区本土生

产的产品质地更加轻盈，包装更有

趣可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

的美丽日志”面膜，无论是在中国大

陆、香港或是台湾都大受欢迎，（当

然它的畅销还要感谢来自大陆的消

费者）。除此之外，台湾的药妆也非

常受到欢迎，比如森田博士，在中国

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备受

好评。

另外，与中国大陆和香港不同

的是，台湾也有一些日本进口的牌

子，但与前两个市场喜欢高端的日

本品牌不同，台湾地区市场热销的

价格较为适中的化妆品品牌。台湾

地区居民对于品牌信息了解较为全

面，并且愿意尝试不同的产品。对于

产品生产商来说，详细的产品信息

很重要。欧洲的化妆品在台湾地区

当地与日本品牌进行竞争，优势在

于较为适中的价格和吸引人的外包

装。而较好的产品质量和性能、生

态原料的使用，还有较高的品牌辨

识度都应成为进口品牌的优势。

中国市场的产品销售策略
中国的巨大市场一方面为销售

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由于

市场过于庞大，想要建立有效覆盖

全国的销售网络又成为一个难题。

欧洲的化妆品经常指定一个覆盖全

国的经销商，一般通过展会进行联

络，或是通过邮件进行联系。一般来

说，作为经销商的人必须是对于行

业有着深入了解的行家。如果后续

需要扩大销售的规模或者建立新产

品的销售渠道，可以打破现有的销

售网络或干脆建立自己的子公司；

后面一项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因

为一般产品注册都是由首席经销商

来进行的。在进行化妆品产品注册

的时候，外国的化妆品生产商可能

只会与一个中国厂家进行合作，要

进行改变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品牌可以将该任务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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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际性的品牌都能在中国找到：在深圳
特区开拓一个新的化妆品行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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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妆品产业发展现状
及挑战

1.国际化妆品产业面临的困境

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爱美也

是人类的天性。人们对自身美化的

修饰，自古以来就有不断的追求。因

此，化妆品作为以清洁保养，美容修

饰和改变外观为目的产品有着悠久

的发展历史，伴随着现代工业化的

突飞猛进以及人类对审美要求的不

断提高，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

修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美与健康

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美以健康为

前提，健康是美的基础。美是内在

与外在的统一体，也是身体与心灵

的融会贯通。因此，化妆品行业作为

美的载体，一直以来都被视作健康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是

世界化妆品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

期，纵观世界化妆品工业发展的历

史，国际化妆品的销售形势是稳步

上升的。据英国《箴言报》发表的调

查报告表明，1993～1997年，国际化

妆品的销售额增长了24%，为1716亿

美元。

打破外在美的局限
—美容化妆品企业掘金大健康产业趋势分析 

文/秦 垚

国际上化妆品发展最有代表性

的国家是法国、美国、日本、韩国。据

著名的美国财富(FORTUNE) 杂志对

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化妆品行业

的销售情况的统计可以看出，法国化

妆品销售额约300亿美元，美国化妆

品销售额约200亿美元，日本化妆品

销售额280亿美元。经历了1997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化妆品产

业的发展增速有所减缓，虽然北美

和欧洲仍然是化妆品主要售地，但

是化妆品市场增长已从西半球转移

到南美、东欧、亚洲，特别是中国等

发展中国家，在1997～2001年的5年

时间里，化妆品和香水工业增长平

稳，其年均增长率达5%（表1）。

表1 1997-2001全球市场化妆品销售额

地区
销售额 （百万美元）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北美 6689.0 7027.0 7264.7 7523.9 7768.8

南美 2050.1 2185.7 2407.1 2651.2 2897.5

欧洲 4729.3 5142.6 5618.5 5898.4 6105.9

亚洲 5115.3 5188.5 5387.7 5525.3 5716.8

总计 18583.7 19543.8 20678.0 21598.8 22489.0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欧美主要经济体的下行，化妆品

行业的发展形势遭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困境。以彩妆行业为例，根据

Datamomnitor咨询公司发布的资料

显示，到2007年为止，其年平均增长

速度不断下降:其中面部彩妆品年

平均将降到2.4％，销售额为95亿美

元；唇部彩妆品年平均将降到37％，

销售额约为79.5亿美元；眼部彩妆

品年平均将降到3.1％，销售额约为

67亿美元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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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化妆品企业发展举步

维艰

伴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

影响和人民币值的压力，同时面对

国际大型化妆品生产企业不断进

入中国市场，迫使国内化妆品生产

企业加速发展，企业管理机制、产

品科技含量等方面将会有更大的挑

战。即1999年开始，国家主管部门将

护肤护发品的消费税率下调至8%，

截止到2008年3月出台的消费税调

整方案中，将原来按税率8%征收的

高档护肤类化妆品提至30%；并且

由于化妆品行业的制度不完善，化

妆品在进入销售网点的时候，需交

纳入场费上架费等额外支出。此外，

中国化妆品行业竞争混乱，更重要

的是中国目前也缺乏与之相对应的

研发和投入。在产品宣传方面，外资

化妆品企业借助其资金雄厚，频繁

大量的广告投入让中国很多消费者

不能理性地选择。在营销手段方面，

当国产品牌与国际品牌质量相差无

几时，外资通过降价等手段打压国

产品牌，与此同时，外资化妆品巨头

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化妆品行业的并

购浪潮。

表2 外资化妆品企业 

收购事项

收购
时间

收购方 被收购方

2003年 欧莱雅 小护士

2004年 欧莱雅 羽西

2008年 强生 大宝

2010年 科蒂 丁家宜

2013年 欧莱雅 美即

然 而 据 尚 普 咨 询 发 布 的

《2013～2017年中国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零售行业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

报告》，国产化妆品行业经历被收

购的事件之后，正面临群龙无首的

局面。收购作为市场行为，能在一定

程度上加强国外品牌在国内市场的

强势运行，长期以往，国内化妆品牌

或者会失去价格话语权。因此，积

极提升国内化妆品行业的竞争能力

以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

国内化妆品行业发展战略的核心部

分。结合以上章节的分析，化妆品行

业通过向相近行业的渗透而拓展，

特别是保健食品业与美容化妆品业

的近距离接触已经成为近年来主要

化妆品企业发展的热点和方向，这

些也为国内美容化妆品行业的拓展

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3.目前化妆品产业发展的众多

挑战

当化妆品工业发展到今天，它

已经不单起到修饰人体外观的作

用，其功效和产品安全性等问题也

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

化妆品产业的发展必然面对众多的

挑战，包括法规的变化、对产品安全

性的担忧、产品的功效要有科学数

据证明、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

使用天然原料、来自动物保护组织

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以及销售产

品的市场渠道等问题。

（1）法规变化带来的问题

美国的立法者率先通过研究对

FDA确立的“药品”和“化妆品”定

义进行修订。一份题为《化妆品和

药品的分类和法规：法律概述和新

法规变化》的报告提出了第三种分

类：即“药物化妆品”，这类产品包

括防晒剂，它填补了“药品”与“化妆

品”之间的空白区域。然而一些分析

家们怀疑制造商能否接受产品标签

上功效宣称均要求用科学数据证明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议。除此以

外，欧盟部长委员会最近批准了《化

妆品指南第七修正案》（Seventh 

Amendment  to  the  Cosmetics 

Directive），这一法案规定，欧盟的

化妆品企业从此不得使用动物做试

验，并且禁止销售含有经过动物实

 

图1  国际彩妆品种市场销售状况(2002～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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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化妆品原料以及自身经过动物

实验的化妆品。

（2）产品健康安全的担忧

美国FDA不断搜集来自消费者

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的投诉以及人们

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也对化妆品工

业产生了影响。例如用于帮助香水溶

于水的各种原料会影响香水涂抹在

皮肤上的质感，同时还会带来安全

性隐患。化妆品工业使用的推进剂

以及许多其他原料仍然是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因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破坏了大气中的臭氧层，所以遭到

一致讨伐。

（3）原料要求的提高

除了安全健康意识在提高之

外，人们更加关注产品健康。人们

欢迎那些不破坏环境且有益人体健

康的产品，这种理念引发了使用含

蛋白质和维他命等原料的天然产品

的发展趋势。上述趋势引发了消费

者开始转向使用天然原料为主的产

品。人们希望化妆品不是简单地增

加色彩以及遮盖皮肤缺陷，它们应

能提供更多的功效性。

（4）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萧条期，

大量假冒名牌化妆品以低价出售。

消费者抵制高价化妆品，她们需要

的是内在品质。从2008年开始，整

个化妆品市场虽在增长，但步履蹒

跚。随着石油涨价，原材料价格一

直在高位运行，导致化妆品企业成

本上升，利润下降。企业为了生存，

为了获得利润，生产的产品价格不

得不上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化妆品行业国际巨头多次调价，

已经将部分化妆品生产企业淘汰 

出局。

二、化妆品“大健康”产业
调整战略

1.发展寻求突破

如今“大健康”的含义已经广泛

渗透多个领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

天，行业之间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

发展空间。同时，科技进步推动了健

康保健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容量

的扩大和逐年快速增长已经远远超

过预期的增长水平。因此，通过向

相近行业的渗透而拓展企业或行业

发展空间并获得成功的例子屡见不

鲜。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

球金融动荡，世界经济趋向放缓。国

际化妆品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和挑战，其行业在目前的经济环境

中必然进行巨大的调整。

保健品同美容化妆品行业，同

属健康产业，两者无论在产品研发、

生产加工，还是在市场营销等方面

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也已经出

现了诸多相互渗透的迹象。随着世

界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具有美容功效的保健品也

已经源源不断地进入世界人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故而化妆品同保健品

行业的接触和渗透已经成为近年来

国际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热

点。国际化大品牌化妆品企业纷纷

涉猎保健品行业，充分证明化妆品

企业布局大健康产业是顺应潮流之

举，更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及品牌垂

直效应的建立，而消费者在选购产

品的同时也将拥有更多选择，购买

体验将更趋完善，为拓宽化妆品企

业的销路提供了新的通路。

总体来讲，化妆品行业同保健

品行业“渗透”并获得突破的主要原

因有如下几点：①从健康角度讲，美

丽的肌肤同样需要摄入各种营养物

质来滋润，只有内调外养有机结合，

才能获得真正持久的美丽。事实上，

无论是美容化妆品企业，还是美容

保健食品企业，目前许多厂家和商

家都已经开始注重并参与对女性美

容实施内外结合的整体塑造。②近

年来，基因组技术在营养学研究中

应用的例子在迅速增加，基因多态

性对膳食因素与美容关系的影响也

受到越来越多的营养学家的关注。

同时，多学科的交叉发展，势必促使

现代美容模式呈现多元化、多层次、

整体性的发展结构。③保健食品行

业作为全世界一个朝阳培育的产

业，在过去几年增长势头迅猛。由此

可见，美容保健食品已成为目前保

健食品中的一个全新的增长点，已

经促使众多国际化妆品产业的生产

厂家和商家加入其中，经济利益驱

动的结果也将促使美容化妆品和保

健品行业两者紧密结合以求得共同

发展。

2.产品开发立足本源

（1）以回归自然为立足点的产品

开发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回

归自然”的兴起，对天然化妆品和天

然保健食品的研究和开发成为全球

范围内相关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世

界范围内对于化妆品以及保健品的

研究与开发随着天然产物制备工艺

的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具有

一定功效的美容保健食品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

提升不断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因此，

国际美容化妆品业的厂家或商家利

用自己的先天优势，根据市场消费

者需求，利用天然原料提取工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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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具有改善皮肤功能等的美容保

健食品已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产

品的重点。

（2）以抗衰老为突破口的产品开发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当机体正

常或年轻时，脏腑生理功能活动正

常有序，免疫力旺盛，内分泌分泌量

适中，皮肤色泽亮丽，弹性好，皮肤

得以发挥抵抗或防御外界影响因素

和影响因子的功能，从而达到减少

这些“毒素”对皮肤的侵害作用。但

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皮肤由于缺

乏足够的营养物质滋养，许多代谢

产物和有害物质以及自由基等在皮

肤组织细胞中大量淤积最终引发皮

肤苍白乏泽、面色枯黄、弹性下降，

出现一系列衰老现象。长久以来，国

际化妆品企业都乐此不疲地积极开

发各种抗衰老的各种产品。因此，借

鉴抗衰老产品开发的优势经验，并

由此作为重点突破口开展相应保健

产品开发，已经成为国际化妆品企

业布局保健品产业的重点。

3.国际化妆品巨头布局保健

产业

（1）欧莱雅牵手可口可乐

欧莱雅集团创立于1909年，总

部设在法国巴黎，是《财富》全球

500强之一和《财富》“全球50家最

受赞赏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化妆品公司。据欧莱雅报道，世

界饮料业巨头可口可乐正在与化妆

品巴黎欧莱雅合作，将推出一款新

型健康美容饮料。这款健康美容饮

料目前命名为Lumaé，由可口可乐的

“全球饮料伙伴”部门注册为茶饮

料。消息称，该饮料仍然处于早期研

发阶段，其成分将含有利于女性皮

肤的护理。

欧莱雅把产品的目标群定位在

那些活跃、有影响力而又注意形象

的25岁以上的女性，她们追求健康

美丽。可乐公司对于销售和推广这

种非普通软饮的美容品牌有很大的

兴趣。产品测试有望短期内进行。类

似功能的健康饮料目前在国外已经

开始流行起来。

（2）雅芳的健康号角

1939年，自雅芳化妆品公司成立

至今，雅芳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美容化妆品公司之一。通过雅芳市

场代表表示，雅芳进军保健品类别

的产品线将不断扩展，最后将包括

女性美容及纤体用品、女性健康食

品和家庭营养补充产品，这三类产

品可以实现女性吃得更漂亮、吃得更

健康，以及更加关注家庭等三个方

面的作用，打造女性全方位的美丽，

实现做“新好女人”的宗旨。

在品牌建设方面，雅芳已经为

保健品的推广铺平了道路。雅芳旗

下“益美高”品牌目前已成为中国国

家跳水队专用保健食品，同时，雅芳

与央视综艺频道结成战略联盟伙伴

关系，观众可以在上百场央视晚会

上看到雅芳公司的名字，以及近千

次的广告插播，雅芳也是该联盟中

唯一一家直销化妆品企业。

（3）芳珂内服外用的哲学

芳珂是日本最大及最有规模的

“无添加”护肤及健康食品品牌，拥

有世界尖端的科研和生产技术，研

制出有别于一般护肤品并首创不含

防腐剂、化学添加剂的美容及健康

产品。芳珂坚持内外美容之道，深入

研究皮肤或身体所需的营养，提供

有效的补充，由内调理和改善身体

的健康机能；同时配合无添加护肤

品的外在修护，成就源自健康的可

持续的美丽。

充实而新鲜的胶原蛋白，是皮

肤健康与美丽的根基。芳珂开发出

富含三肽胶原蛋白的饮料，能促进

胶原蛋白合成功效的口服胶原蛋

白产品。此外对于美白，芳珂认为，

应该以不刺激皮肤，不破坏屏障功

能的安全性为主题，因此芳珂在果

味饮料中，通过补充橄榄叶提取物

和胱氨酸，有效增加细胞中天然美

白成分谷胱胺肽的浓度，从而大大

提升皮肤自身的美白抗晒机能，令

色斑更易淡化，全身的肤色更加纯

净白皙。

（4）爱茉莉太平洋源自本土的天

然原料选择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是韩国享誉

全球的化妆品集团公司。旗下品质

优良的产品，不仅在韩国，更受到全

球消费者及用户欢迎，并已成为世

界性企业。

爱茉莉作为韩国乃是亚洲领

先的化妆品开发和生产公司，从开

始对化妆品原料的选择一直秉承 

“身土不二”“源自天然”的信条，这

样的理念也一直贯彻到其对于健康

保健品的选料开发环节。汉拿山的

高山流水、香嫩清新的茶叶、丰富的

经验，让雪绿茶得以成为爱茉莉首

选的茶业原料。以精选自济州岛的

天然绿茶提取物作为基础原料，具

有减少体内脂肪，阻止脂肪再生以

及抗酸化的保健作用。从培育到优

选都经过层层把关的韩国红参具有

显著提高脑、体力活动能力和免疫

功能，抗疲劳、抗肿瘤、抗衰老、抗

辐射、益心复脉、安神生津、补肺健

脾。以这些天然原料为基础，加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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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维生素等原料精制而成的保健品

具有良好的保健效果。

（5）自然美细养之美的保健理念

自然美品牌以自然美容术，以

及秉持“自然就是美”的经营理念

在台湾扎下深厚根基；是国人自行

创立、并营销国际的生物科技天然

护肤美容品牌。自然美深信美丽与

健康的肌肤源于安全科学的调理与

精修细养的呵护。用高科技萃取天

然植物精华滋养肤质各异的娇嫩之

肌，以内服提升外补，标本兼顾地调

养出健康美态，由内而外唤醒肌肤

自身生命力。

三、展望
随着人体皮肤保养以及营养保

健研究数量化的研究更加深入，皮

肤保健与护理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不

断推出，企业自律性增强，化妆品同

保健品功效的客观量化评价会得

到进一步的重视。常规保健品以及

常规皮肤检测方法易受主观因素影

响，难以量化评价。建立美容营养遗

传学的皮肤检测，有助于完善从皮

肤美容到营养研究的系统客观“个

体化”量化评价，缩短了研究时间，

必将受到行业研究人员和未来产业

投资方的关注和推崇。随着该项技

术标准的不断完善和日后推广，也

将会逐渐成为保健品和化妆品使用

过程中对于机体皮肤质地改善评价

的重要手段。

如今保健的含义已经广泛渗透

进入多个领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

天，行业之间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发

展空间。同时，科技进步推动了保健

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容量的扩大和

逐年快速增长已经远远超过预期的

增长水平。因此，通过向相近行业的

渗透而拓展企业或行业发展空间并

获得成功的例子屡见不鲜。故而，美

容化妆品行业同保健行业相互结合，

有助于扩大市场范畴，最终受益的将

是整个大健康产业和广大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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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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国的化妆品与个人护理市

场在欧洲排第五位，名列

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

利之后，年增长率为11%，据估算在

二○一三年为一百一十一亿欧元。据

估计俄国市场将持续增长，并且消

费者的习惯也将持续变化。目前俄国

化妆品及个人护理市场正逐渐从二

○○八年到二○○九年的经济衰退

中恢复过来。

俄国美容市场在二○一二年

增长到一百零七亿五千万欧元的估

计值，而二○一一年为一百零四亿

三千万欧元，并且在二○一五年将达

到一百二十亿六千万欧元。

俄国美容市场名列前茅的是香

水产品，占市场份额的23%；肌肤护

俄国香水化妆品市场

光明的未来
俄国香水及化妆品协会（PCAR）会长塔蒂亚娜·普契科娃（Tatiana Puchikova）为

我们提供了作为欧洲五大市场之一的俄国化妆品市场的全面解读。

狮王肥皂在俄
国发售的产品
生产于俄国。

理占22.6%，护发产品占19.2%,化妆

品为15.4%。

天然化妆品光明的前景
天然化妆品在俄国很受欢迎，

进而显示出了非常光明的前景。产

品生产商在不断地利用非常吸引消

费者的天然卖点。有预测表示，起

始于二○一一年的俄国天然化妆品

市场的增长将持续下去。天然化妆

品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30%。俄国

生产商已发布新系列产品。第一批

俄国天然有机化妆品认证系统（Bio. 

Rus）于二○一一年成立，并且在俄国

市场进行非常成功。

生产商： 
关注大宗商品市场

当下，在俄国有约五百家香水与

化妆品生产厂家。其中占大多数的

51%坐落于莫斯科及莫斯科地区。在

这一区域外有24%位于西伯利亚及

俄国远东地区，17%在圣彼得堡及圣

彼得堡地区，还有8%在俄国南部。俄

国公司只生产大宗商品市场及中型

市场系列的化妆品及香水。

俄国前十名生产商为为联合利

华（Uniliver）旗下的Kalina（位于莫

斯科地区叶卡捷琳堡）、Nevskaya 

Kosmetika（位于圣彼得堡）、Arnest

（位于涅温诺梅斯克）、Faberlic（莫

斯科）、Pervoe  Reshenie（莫斯科）、

雅芳（莫斯科）、Mezoplast（莫斯

科）、Svoboda（莫斯科）、Unikosmetik

（莫斯科）以及Vesna（萨马拉）。

俄国公司生产的护肤及护发产

品范围很广，而且属于低价产品，占

这一系列75%的销售量。

俄国本土生产的香水与化妆品

用于出口。俄国出口对象国家为乌克

兰(62.6%)、吉尔吉斯斯坦（22%）和

拉脱维亚（5.6%）。

肥皂生产——重要支柱
俄国对肥皂生产非常重视。本土

的生产商占总消费量的55%。在俄国

大约有二十家肥皂生产商。最大的几

家生产商是来自圣彼得堡的Nevskaya 

Kosmetika、萨马拉的Vesna、莫斯科

的Svoboda、喀山的Nefis  Cosmetics

和下诺夫哥罗德的Nizhegorodsky 

Maslozhirovoy  Kombinat。它们在肥皂

总生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超过84%。同

时45%的肥皂消费总量为进口。而在

进口肥皂总量中，土耳其、乌克兰、波

兰和德国的份额占90%。

俄国生产的原料很少
俄国的化妆品和香水生产原

材料有80%来自进口。在俄国，这

些原材料的主要批发商有Revada、

Leko Style、Cornelius Rus、Biesterfeld、

Milorada、Markell、Baltic Group、Azelis

和Nova om。

香水、防腐剂、紫外线过滤剂和

热带油全部来自进口。约90%的乳化

剂、蜡、碳酸钙，85%的植物油和萃

取精华、矿物油、着色剂，还有天然

的、着色用及高科技活性物质来自进

口。矿物油主要来自印度（约85%）、

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德国。其他原材

料则产于俄国。

表面活性剂的生产是俄国关

注的一个重点方向。从二○一三

年到二○一四年俄国公司生产了

五万八千吨非离子原料，如FA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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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产品为23%，占俄国化妆品及洗漱用品市场最大的份额。

NPE；九万零五百吨阴离子原料，如

SLES、SLS和LABSA,；四千吨两性原

料，如BET、AO和DEA。俄国表面活

性剂的主要生产厂家是Norchem、

Kirishi-Nefteorgsintez、Nizhnekamsk-

Neftechim、VNIIPAV、Aminochim。

俄国公司生产不同的活性物

质：植物油及萃取精华（包括二氧化

碳）、角蛋白、透明质酸、胶原、甲多

糖、聚氨基葡糖、天然色粉和着色

剂，以及基于纳米技术的新型运载系

统都已全部出现。

高级化妆品主要依赖进口
俄国的香水化妆品市场很大程

度上依赖进口。根据俄国RBC电视台

的调查，在二○一一年俄国的进口值

达到了约二十八亿六千四百八十万欧

元。俄国进口主要来自法国、德国和

波兰。这些国家一共涵盖了俄国进口

量的三分之一。高级和奢侈品级别化

妆品完全来自进口在过去三年里，批

发商越来越关注亚洲公司——中国、

韩国、日本。

俄国进口约95%的化妆品（护

唇、眼妆、粉、粉底）及美甲产品。在

二○○九年到二○一三年之间这一

方面这一部分产业已经发展并趋于

稳定。在这段时间内，香水及护肤产

品的进口量增长了15%。这个过程将

持续下去，因为俄国加入了世贸组

织并且进口关税也相应降低，比如

说在二○一○年，唇妆产品税率是

15%。到二○一六年这个税率将只有

6.5%。

不同的销售渠道，正在转
变的重要性

俄国最重要的化妆品销售渠道是

专门的零售连锁，包括药店（占总销售

份额的41%）和直营（占总销售份额近

25%）。相反的是，和十年前相比，开

放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

俄国零售市场的特征是巨大的

增长率。确切地说，在二○一三年其

销售增长达到了20%。俄国的主要

零售商如Magnitm和5 Retail Group刚

汇报了二○一四年第一季度可喜的

成果。根据这一报告，零售增长率为

25%，彰显了消费者充足的自信心和

强大的购买力。

除全国零售连锁外，在俄国市场

中还运转着二十五家特定地区专售

的零售店。其中最大的几家有坐落于

沃罗涅什的Seven  days、西伯利亚的

Novex、莫斯科的Podruzhka和鞑靼斯

坦的Alpari。与此同时，药店的形式也

已迅猛发展。截至二○一二年十月，

药店的数量在一年内增加了25%。

其中最大的几家是Magnit Kosmetik、

Podruzhka、OI!Good和 Yuzhny Dvor。

按照预期，这种零售模式在即将到来

的几年内会呈现出最具活力的发展

形势，这也是他们将来的特点。

莫斯科与其八百多处销售点将

成为专业零售的领头羊，并且这些专

业零售经销店据估计将在近期继续

增长。不过，这种成长是以零售商高

度集中的模式换来的。在选择性分

配方式下，俄国三大零售网络——

L’®toile、®le  de  Beauté和Rive 

Gauche在整个市场里正处于支配地

位，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

且正在向全国范围内扩张他们的销

售网络。

直营业务步步下滑，网络
市场蓬勃发展

除网络销售之外，直营业务一直

在下滑，然而健康美容的零售连锁则

不断巩固，其最大商家在不断增加其

店面数量。与上一年度相比，美容产

品零售经销店增长了24.2%。俄国和

超过五千三百万俄国人，是欧洲网络

市场最大的目标客户群。这里的手机

使用率在全世界位于前列。这些公司

利用数字媒体的目的除了是为产品作

广告和宣传外，也是为了克服基础设

施落后的不足。上面提到的专业化的

派送和取货服务包含了手机追踪订

单和短信提醒服务，当快递在某一时

间到达某地时可通知客户。

增长版块：美容院和SPA
美容院、SPA和医学美容中心版

块正快速成长，不仅是在俄国中心城

市，在所有地区都在快速成长。这些

机构使用的是产自法国、瑞士和日本

的专业化妆品。近期，某些来自美国

的专业美容机构也被引进俄国。俄国

公司的产品在这一版块只占有区区一

成份额。

对将来的期待
俄国化妆品及香水市场的特点

是稳步发展，迎来的是光明的未来。

消费者将越来越成熟，这让零售商和

生产商开发与目标人群沟通的新方

式并进而达到他们的预期要求。俄国

化妆品行业所有成果都将在年度国

际展会——InterCharm展示。这是过

去二十年来俄国、独联体和东欧最

大的香水化妆品展会。

塔蒂亚娜·普契科娃

俄国香水及化妆品协会会长

俄罗斯莫斯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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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研究：二○一四年的德国美容院

相对乐观的前景
翻译/洪尔雨

现在德国的化妆品与美容院生意做得怎么样？在新近完成的一项主题为《二○一四年

德国化妆品市场》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一些有趣的答案。德国健康与美容出版社总经

理Jürgen Volpp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独家发现。

美容院的老板和经营人员对他们的经济形势有什么看法？

将来，上年纪（六十五岁以上）的客户将是
大力宣传的目标。

受访的美容院中42.4%表示

他们对目前的市场定位“感到快

乐”，甚至“非常快乐”。这是一项

主题为《二○一四年德国化妆品

市场》的研究的发现，该研究由

Würtenberger研究院（FIW）完成。

52%的受访者觉得市场形势

“比较差”，或甚至就是“差”。当被

问到未来的前景时，大部分人的看

法还比较乐观。59.2%（受访者中

多数）感觉将来不会有太大变化。

13.6%的人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或几年内市场会有改善。另外，有

27.2%的人预料市场会下跌。

关键方面： 
作为独特卖点的专业化

在美容院有哪些专业所占数量

最大？

和大家预料的一样，美容院的

经营人员或拥有者已经将标准面

部护理项目（99.2%）进行了专业

化。第二大专业是手部和指甲护理

（84.4%）。占据第三席的是抗老化

护理（74%）。颜色化妆品和化妆护

理居第四位，为67%。

这样的话，二○一五年可以再

添加哪些服务？

在这一行业里15.8%的人表示

他们愿意再增加一项营养护理项

目。有10.5%期望能多关注抗老化、

美甲设计和美容手术的预护理及/

或后护理。

总的来说，只有15.2%的受访者

认真考虑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

能回答这个领域问题的答案很少。

你们计划怎么扩大客户群？

62.4%的美容院经理或老板

相信他们以后应该把目标定位在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群。当问到美

容院老板时，他们表示其目标也

包括五十岁以上所谓的“享寿族”

（60%），及三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

人群（45.6%）。只有10.8%持相反

意见，认为有药物皮肤护理的人才

是潜在的新客户。

美容服务的定价结构是否足够？

96.4%，也就是几乎所有受访的

美容院承认他们有较合理的利润。

受访者中只有3.6%确实在经济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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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项市场调研

经德国健康与美容出版社认可，FIW

（Forsc h u n g s-Insti tut  Würtenberger）

开展了一次市场调查活动。这次调查依据

一套随机程序进行（一套在全世界都有

效的课题样本程序），开始于二○一四年

三月，完成于二○一四年四月。受访者有

二百五十人，都是化妆品行业从业人员。

受访者依照数学原理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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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困难的地区，因此其利润达到了

下限。还没有人说他们的生意连本

钱都收不回来。

31.5%的受访者要求产品的生

产商给予他们更多的宣传支持，比

如说宣传单或其他宣传材料。29.7%

则希望生产商的销售人员能给予他

们更大的援助与支持。

他们为什么要更换品牌？

对半数（51.6%）受访者来说，

如果他们觉得得到的服务不好，或

对生产商销售代表或服务中心不满

意，他们完全可以以这个理由更换

护理产品的品牌。

约75%的受访者预计市场会增长，或至少是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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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59.2%

13.6%

■ 增长
■ 维持不变
■ 减少

更换品牌的另几个原因是：

40.4%为不合理的定价结构，或

38.8%为低劣的产品质量。占第三

位即31.6%的美容院如果遇到生产

商坚持保留过多库存的情况则会考

虑更换品牌。

一家美容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哪些？

对38%（即超过三分之一）的受

访者来说，主要问题是稳步增长的

成本。有18%的受访者还发现总体

经济形势正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

题，而14.4%则觉得激烈的竞争问

题很大。有趣的是，尽管如此，还是

有28.4%表示他们目前没发现任何

较大的问题。

Jürgen Volpp

德国健康与美容出版社总经理

德国卡尔斯鲁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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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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化妆产品含主要用于医药产品、医疗用品或杀菌剂的活性

成分，那这些产品还算不算化妆产品？这条界线该画在哪里？这些

问题的答案都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九日到十日召开的第五届卡尔斯

鲁厄化妆品会议（The 5th Karlsruhe Cosmetics Congress）上

提出。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的一百四十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兹有

来自CVUA的Gerd Mildau博士为我们做了重点总结。

I
KW（德国化妆品与洗涤产品行业

协会）的Matthias  Ibel解释了欧洲

的立法人员如何定义化妆品、医

药产品、医疗用品和杀菌剂。对于化

妆品来说有两条标准：使用地点和

预定的基本使用功能。第一条标准

很清晰，不过就第二条来说，我们的

建议是对于不明确的产品要仔细检

查该产品的所有特性。

不巧的是，化妆品法并未给出

现成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欧

盟委员会希望能按照《欧盟化妆品

规定》（EU cosmetics regulation）的

一条附加规定［2（4）条］把与这一

规定实施相关的化妆产品的类别规

定下来。现行的化妆品不明确产品

手册定义了大量不同产品，比如有假

这条界线该画在哪里？

细说化妆品

关于化妆品的定义通常要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发、牙齿漂白剂、睫毛生长促进剂及

娃娃妆等。但这并不是法律法规，而

是一套指导方针。

杀菌剂产品的情况也比较类

似。在现行的草案中有一条方针仍

没有定论—带驱虫效果的防晒霜

将来应算作并列为带驱虫效果防晒

产品还是简单地算作杀菌剂。

Meyer.Rechtsanw®lte的Andreas 

Reinhart博士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当今

物质归类的法律判例。巴伐利亚州

高级行政法院因此确定了一款护肤

品可以有一个次要（预防性）使用目

的，尤其是那种不太重要的目的，前

提是只要当得到了合理告知的消费

者能清楚认识并理解该产品的主要

使用目的。在评估一款产品是否是

具有药理作用的有效医药产品，欧

洲法院的判决是因为该产品与使用

体内细胞成分相反应，这已经足够

说明其药理性—这是一款含氯己

啶和微生物的漱口水。

LGL Oberschleissheim的Christian 

Weidner博士提醒我们需要注意一

点：只有法律规定的物质才会进行

毒理学评估，进而记录在欧盟快速

预警系统里（EU rapid alert system，

RAPEX）。比如说对苯二酚被禁用于

皮肤亮白精华中。而用作对苯二酚

分离剂的Ⅱ型熊果素也被消费者安

全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onsumer  Safety，SCCS）认为

不安全，但目前Ⅱ型熊果素并未被禁

用。只有立法人员能够经初步审核

该产品的SCCS档案，然后将该物质

补充到《化妆品指导书》附件II或附

件III中，进而确定其生理功效是否明

显可用、不可用或严重不可用的，或

确定其是否有强大的医药效果（或

是否有正相反的功效）。

Alpha Chem的Petra Wirth博士深

入研究了精油在化妆品与功能性药

用产品中各自的功用。他的分类依据

是精油的功效和浓度。他用几个具体

例子向我们清晰说明了含精油化妆

品的属性界定与安全评估有多复杂：

用固定比例的云杉针油、桉叶油、薄

荷油或百里香油，实现其特定准医用

功效，如“按摩油（医用）与美胸香

脂（美容用）对比”或“联合香脂（医

用）与马凝胶（美容用）对比”。对化

妆品来说还需要确保产品遵守欧盟

的CPR与国际香水协会（International 

Fragrance Associations，IFRA）准则的

法律规定。

在一次主题为“在互联网上

爆发式增长的产品”的跨学科合

作中，来自CVUA卡尔斯鲁厄的

Evamaria  Kratz、Julia  Hengen和Dirk 

Lachenmeier博士展示了一些产品，

有的使用了误导消费者的宣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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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届以德语为交流语言的会议上，与会的一百四十人都得
到了大会诸多议题的最新信息。定义或分类的时候都需要
顾及到这些议题。

言，如“更结实、更大的胸部”，还

有的含有较强医药功效的活性成

分。有的使用了野葛根萃取物，所以

含有葛雌素这种有类雌激素功效的

物质。有时在某些产品中会使用每

一百克中含量为二十毫克的标准剂

量的葛雌素萃取物。多大程度的葛

雌素可被判定为有类雌激素效果的

物质因而被禁用，这仍是尚未解决

的问题。合作中提到的另一款产品

含紧致皮肤的缩氨酸和咖啡因，据

说有分解皮下脂肪的功效。因此，该

产品常用在减脂产品中。但对丰胸

来说，目前尚未弄清为何这种活性

剂能用在这方面。其咖啡因浓度为

6%，MoS（安全程度）值是37.5，很

明显低于100的安全水准。

来自CVUA卡尔斯鲁厄的Oliver 

El-Atma和J®rg  Schüssler介绍了一

些产品。这些产品在一九七八年之

前通过简化的办事程序虚假注册为

医药类产品，并且随后的批准手续

不是被拒绝就是没有继续下去。从

经济角度看来办事失败的原因可能

是当时为了节省办事成本，也可能是

当时的市场方向对化妆品来说还比

较严格。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包括早

期尿素含量高的神经性皮肤炎膏，

含樟脑的运动药膏，含桉叶油的清

凉药膏，除虱洗发液、促进血液循环

的产品和去头屑洗发液。

ACA  Pharma  Concept的教授

Clemens  Allgaier博士展示了医疗用

品方面的几个系列案例。医疗用品以

物理效果和物化效果来区分，但（与

制药器械不同）可能不会有有效的

药理学、新陈代谢或免疫方面的效

果能造成比较显著的生理作用。

举例来说，下面这些都是医疗

用品：含氢量超过6%的牙齿漂白剂

（含氢量低于6%即为化妆用品）、

含银绷带、含透明质酸注射器、等渗

溶液鼻喷雾、防虱的硅油等；含敏乐

定的生发护理（根据附件III，护发产

品可生成高达1.5%的二氨基嘧啶）

则是医药产品。含15%～20%尿素的

角质分离层药膏批准为医药产品，

而含5%～10%尿素的产品则按化妆

品进入市场。

来自C V U A卡尔斯鲁厄的

Matthias  Kohl-Himmelseher博士谈

到了诸多不同品种的杀菌剂。这里

用术语“杀菌剂”意图是要求细菌

数量必须减少起码十的五次方的程

度。活性物质包括在乙醇或甲酚溶

液中生成的蛋白质沉淀、酸碱之类

的腐蚀性物质、氯或季铵盐化合物

之类的氧化物，或是酚类杀菌剂。因

为目前尚没有通用的杀剂菌法律法

规，所以产品只能按主要作用目标

分类，即用于身体上的如外科手术

手部杀菌剂则为药用产品；用在导

尿管或心电图电极上的即为医疗用

品、用在平坦表面如家具、游泳池或

家居产品、浴室等为消毒用品。化妆

类手部清洁产品不属于杀菌剂，但

基本的清洁功能还需要附带的杀菌

活性来补充。

来自维也纳AGES的的Grego r 

®zelt对前列腺素用在睫毛生长和睫

毛膏出现的问题作了简单叙述。前

列腺素是肉源激素，经批准可用于

青光眼治疗（眼压增高，有白内障

风险）。比马前列素等人工合成的

等效产品负作用更少，其中一点就

是睫毛的增长。在美国，比马前列

素经批准现在已经是治疗睫毛稀

少症状的药物产品，但在欧盟则不

是。在美国和瑞典，如果某产品含

人工合成的isopropyl  cloprostenate

的话会在上面注明。促进睫毛生长

且含这种前列腺素衍生产品的化妆

品也因此不会被列为功能性医药产

品，除非有证据证明这种产品有明

显的药理学功效，或根据欧洲法院

关于含人工合成大麻素的草本精华

的报告，其治疗应用并不成功。这

些审核后的安全评估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够充分，因为这些安全最后都

是按毒理学关注阈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TTC）这一参

数批准的。不过，消费者安全科学

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onsumer  Safety，SCCS）并未预见

到这种用于药理性物质的方法。

来自柏林Cha rité的教授Ing. 

Jürgen  Lademann所作的介绍主题

是《药物防晒：红外线保护与危险

辐射强度》（Infrared  Protection  and 

Critical  Radical  Concentration  in 

the  Skin）。他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在

研制现代防晒产品的配方时不能把

皮肤中的危险辐射强度囊括进去。

之前，日光保护只局限在紫外线辐

射的吸收上。现在已发现自由基这

种对皮肤有害的物质在红外线辐射

下可增长至50%，在可见光照射下

增长39%，但在中波紫外线照射下

只增长0.5%，在长波紫外线照射下

只增长6.4%。有最新发现认为，危

险辐射强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身体

常数。如果这一强度超过这个常数

值，那首先会导致皮肤老化。因为可

见光或红外线过滤并不适合日光保

护（是颜色的关系），所以本文建议

是除使用紫外线过滤化妆品外还要

使用抗氧化辐射净化剂。

Gerd Mildau博士

德国卡尔斯鲁厄中具有CV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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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桌会议对历届市场趋势

预测展示会来说，都是不

可或缺的环节。今年的圆

桌会议将会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对

于绿色/天然化妆品的标准和认证

问题；高端化妆品所面临的挑战；化

妆品的最新体外实验进展；美容行

业未来的机会和挑战。专家委员会

将会与彼此分享自己在化妆品和盥

洗用品行业最前端的见解和经验，并

且提供与观众互动的机会。

全球美容用品不断演化的
消费者习惯

I l d i ko  Sza la i，Eu romo nito r 

International,公司的美容和个人护理

资深分析员，将着眼于各个国家的美

容使用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之处，以及

In-Cosmetics盛会2015趋势演讲内容预览

最新全球趋势
翻译/小小超

今年的“In-Cosmetics”市场趋势预测会4月份在巴塞罗那召开，来自

全球领先研究机构、国际咨询和趋势研究机构的发言人将公布他们最新的

调研数据。这一会议本着自由参加的精神，其内容包括了针对中东市场的

市场营销战略项目，清真化妆品的趋势预测以及个人护理和未来能够大幅

增张的线上美容商机。

它们对全球美容用品市场的影响。其

中，对于个人化美容用品的要求有所

增长，尤其是科技发展头发护理、皮

肤护理和彩妆方面的应用。

在缩短日常护理时间的需求下，

趋向于使用新的跨学科联合的方式

来开拓新领域的多赢式解决方案大

受欢迎。Szalai’的演说将展示地区

特殊性对于全球趋势的影响。

改变美容护肤的日常习惯能够

为产品创新提供新的机会，但也可能

会导致消费者的困惑和观望态度。

Vivienne  Rudd，MIntel公司创新美容

与个人护理部门总监提出她的观点，

认为具有小群体针对性的产品和混

合功能产品会导致人们对缩短日常

美容的时间的渴望。消费者希望能

够获得对自己的美容保养方式简单

清晰的指导。她的演讲涉及品牌如

何进行产品搭配以及每日护肤程序

的演化，为新产品的开发指明方向。

最新的消费要求对能够不受时间和

地点限制的产品提出了要求。

在所有的产品中，对于消费者

来讲最具有购买冲动的是香氛。

Emmanuelle  Moeglin公司全球香氛

及个人护理分析师将给出关于全球

香氛流行总趋势以及美容和个人护

理中香氛的角色。她还会对品牌和

制造商改进香氛体验及增加市场份

额所进行的创新给予展示。

Anna Malmberg,  Lowe Profero 

Lowe公司集团客户总监，主业为美

容用品的国际数字代理，其旗下的

品牌包括Revlon和TRESemmé，在会

上将和大家展开关于美容品牌如何

使用社交媒体战略来实现对于数字

空间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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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针对中东地区的女性顾客时，什么样的市场营销策略才是合适的？

功能更全面，
使用更节省
时间的新型
产品成为目
前的一个强
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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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品和有机产品的快
速增长

过去的六年间，天然产品和有

机产品市场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

并且在全球销售额取得接近300亿

美元的份额。Kline&Company公司

的市场销售经理Vera  Sandarova将

会宣布，Kline&Company公司2014年

在全球市场的举措，并且提供欧洲

地区和美国地区的部分情况调查概

述，从产业链末端从美容行业和原

料角度做出最新的趋势展望。

区分人种的美容趋势及美
容行业的新机会

对Kline公司来说，2014年，针对

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容产品正在以超

过3.7%的速度在美容和盥洗用品市

场中增长。Vera  Sandarova会将对多

文化品牌营销策略的研究公布，解

答如何进一步占不同人种个护这一

市场的份额。举例来说雅诗兰黛和

资生堂，这两个牌子雇佣的美容顾

问都是母语使用者，比如在中国说

普通话的美容顾问，在越南使用越

南语的顾问，在西班牙是西班牙语

美容顾问。Sandarova的演说也将会

重点提到他们对于小型的文化公司

的需求，能够激发新的商业定位并

且提供收购新企业的机会。

战略品牌机构，B u t t e r f l y 

London公司的Dr.  Yavuz  ®zoguz，

HalalZertifikat将会提供针对中东化妆

品牌市场营销战略的全面信息。鉴

于欧洲的穆斯林教徒数量的增加，

清真化妆品的市场和个人护理产品

前景令人看好。根据伊斯兰法，清真

用品是穆斯林教徒被特许使用的产

品，它的范围涵盖从食品、化妆品再

到个人护理用品。反过来看，如果一

项产品是清真许可的，那就意味着生

产材料，产品，包装，以及运输等过

程都要符合一系列的先决条件。

Dr. Yavuz ®zoguz还将会讨论人

口众多的穆斯林国家对于清真化妆

品日渐增长的需求。

关注西班牙市场
Oscar Mateo Quintana, Stanpa

公司（西班牙化妆品、盥洗用品&香

氛系列产品）市场营销和信息研究

中心主任，会提供西班牙美容市场

营销战略规划，包括对于近期发展

的展望和预测。

聚焦产品类别
家庭美容设备的使用近些年开

始流行，现有的消费者将美容器械

融入日常美容使用范围内，从而实

现更广泛的美容功能。，Datamonitor

公司客户分析团队资深分析员

Ramaa  Chipalkatti，将展示个人护理

设备，从面部清洁器，理发器，美甲、

修脚产品，到更成熟的抗衰老产品，

如去除色素沉着和疤痕机器，抽脂、

增加发量和喷枪化妆器械。在她看

来，这些美容仪器的流行意味着将

来传统美容产品，如乳液和乳霜可

能被取代。同时，她也会提到促进美

容器械流行的原因，以及在这种情

况下传统的美容品牌的生存策略。

如今的男性越来越重视自己

的外表，促进了男性美容产品的

创新持续稳步增长。Jamie  Mills，

Datamonitor  Consumer  Insights公司

的助理分析师在会上对于驱动男士

用品的培养创新最顶尖流行趋势给

出概述，提供未来几年对于该行业

影响最大的趋势的前景预测。她关

注的重点在于肌肤护理以及头发养

护，这两个细分市场也同时是各大

品牌竞相开发以满足男士特定需求

的领域。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通过对

新兴市场的了解，对消费者需求的

深入研究，调查得出现今头发养护

的理念正趋向于与自然产品和肌肤

保养的理念保持一致。

Anais  Mirval，Eu romonito r 

International公司原料分析员指出，

有效的头发养护作为一种新的有效

产品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纯

净化妆品的追求也为无硫酸盐—

表面活性剂和低致敏性染发原料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她也会在自

己的演讲中提到中东、非洲和土耳

其对于头发养护产品需求的飞速增

长，并分析该市场从对普通产品的

需求、对更成熟产品需求到对特强

效果产品追求的转变。

欧盟化妆品要求
化妆品产品要求对产品来说，

是区分与竞争对手的区别的重要

因素。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清楚欧

盟会对化妆品做出什么样的要

求，以及这些要求应该如何实施。

Tadej  Feregotto，CE.way  Regulatory 

Consultants公司CEO，会对欧盟化妆

品规范实施基础、不可执行条例及

既定要求实施方案进行演示。这一

演讲涉及许多的规范和方法，因此

那些想要在欧盟国家生产化妆品产

品的公司很有必要仔细学习。

深入调查市场营销
Susanne  Jentsch，Beiersdorf公

司消费者市场调查员，将展示基于

消费者深入调查的市场营销原则，

并给出产品实例。这一概念涉及品

牌、客户、科技的系统性融合，并将

对能够引领未来成功的趋势进行

展望。

本部设在巴黎的美容行业预测

机构Peclers将会对2015年美容行业

流行趋势做出独家预测。

                                  
Imogen Matthews
In-Cosmetics顾问                                               

英国 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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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对于气味的知觉是不能

进行屏蔽的，因为我们的

嗅觉系统直接受大脑边

缘系统控制，而边缘系统是大脑最

原始的部分。当我们辩认出一种气味

的时候，意味着这种气味已经刺激到

了我们的边缘系统。

这一部分的大脑是控制我们情

绪的地方，而我们有75%的情绪是由

气味影响或者激发的。相关研究表明

气味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

们能够回忆起所见内容的5%，所触

摸到的东西的2%，所尝到食物味道

的15%，但我们所闻到的气味却能够

占据我们记忆的35%。我们可以辨认

出两百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们的嗅

觉系统却具有让我们辨识出1万种气

味的潜力。虽然我们的视觉是最强大

感觉器官，但是如果动用嗅觉器官我

们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信息。

生活当中，有些气味是我们有意

识地感觉到的，有些气味是我们的鼻

子无意识地嗅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们的行为的。

香氛在我们每日的使用中能够

帮助减轻压力，减少抑郁和负面的情

绪，增加工作效率，给我们增添幽默

感，改善睡眠质量，改善社交关系，

并且让我们自我感觉更良好。

香氛和气味的世界
翻译/小小超

Sandir 公司的Elena  Perez和

Sandra Iruela 将带来她们对于多

元化香氛的深入研究成果和意见，

从香氛的来源到香氛的最新创作

（目前受到不小的冲击），以及行

业规定的变化为此带来的影响。

我们能够闭上眼睛、合上嘴巴、

不去触碰东西、或者将我们的耳朵掩

起来，但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呼吸—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我们都会感受到

我们周围的世界传来的气味。没有气

味的世界无法想象。欢迎来到香氛

的世界。

香水的来源
香水由不同香型的精油构成基

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总体感觉。

基调中那种和谐和愉悦的感觉就被

我们叫做香气或是芬芳的气味。历

史上，英国化学药剂师Sir William 

Henry Perkin（1838-1907）发明了第一

种着色剂和第一支复合香水。

当时是在，1856年，Perkin正在研

究从苯中提取的氧化苯胺，被污染的

苯，由于掺入了甲苯产生了一支含有

铬酸的紫色沉淀物：也就是最早的合

成着色剂。

1858年，Perkin合成了甘氨酸，也

就是第一支合成氨基酸，并且获得了

香豆素，也就是第一支香氛。Perkin的

工作为最早的有机化学奠定了基础。

香氛对心理产生的影响
世界上大约有2%的人遭受到失

去嗅觉障碍的影响。失去嗅觉会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有时甚至会导致对

危险的迟钝，比如因为不能够感知气

味儿摄入有毒的食物、吸入有毒的气

体、或食用烧焦的食物。

通过香水刺激嗅觉，通过食物品

尝的练习促进嗅觉的增强是完全可

行的。嗅觉这一种感觉对于我们的生

活起到一种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扩

大了我们生活体验的丰富性，给我们

的生活增添了愉悦感。当一个人觉得

自己的香水能够使人感到愉悦时候，

会感到更加的自信，并增进他们的社

交活跃度。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决定了

我们每个人对于香味的感知度。

通过让病人放松和对气味做出

反应，心理学家可以进行芳香疗法的

治疗。对于我们的人身安全来说，嗅

觉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们在

睡眠中，如果我们闻到瓦斯味或是烟

味，也会醒过来逃生。香草香气能够

帮助我们入睡，并且改进我们的睡眠

质量。不同的香氛效果各有所长。薰

衣草则能改善我们梦的质量，从而帮

助我们到达深度睡眠状态，进入更

放松的状态。而薄荷则具对认知系

统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

们增强认知的功能，减少头疼并集中

注意力。

对香氛的描述
人们能够做出的对于香氛的描

述是基于嗅觉金字塔建立的，通过

作用于头脑的基调、作用于心灵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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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嗅觉体系分辨出上万种不同的香型。

56 / Research & Application

研究&应用 ／ 原料



调、以及作用于鼻腔的基调，来获得

完整的体验。作用于头脑的基调在使

用后两小时内保持效果，作用于心灵

的基调在使用后几分钟之内就会产

生效果，维持时间比此稍长；但是作

用于鼻腔的基调能够在一整天之内

都发挥作用。嗅觉家族对这一类的香

氛有相应的描述：花香、绿植、芳香、

柑桔等。

新合成分子革命和合成分子的

新嗅觉基调构成了现代香水产业的

基础。自然的原料被当作不同的基础

精油、精华、香膏和混合物来使用。

它们同时也可以被当作有机化学的

合成分子来使用（像是从香草中提取

的香兰素）。一般来说，自然生材料

和合成材料会被混合使用来获得具

有创新性的香氛。

区分香氛类型
香氛精油的萃取及制作过程决

定了香氛类型的区别

＊ 古龙水：质地清新。基础精油的

使用较低，用量范围在5%到7%

之间。

＊ 淡香水：最受欢迎以及最商业化

的一种香水配方。基础精油比例

较高，使用范围在7%到15%之

间。香氛在肌肤上的留香时间可

以高达8个小时。

＊ 清淡香水：最纯净的香水形式。

将香水的精纯部分保留到最纯

的地步，不使用任何的溶剂，从

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香水所能

给人的情绪带来的影响。

如何制作香水
一款香水是将不同种的基础精

油混合在一起而制造出来的，其中包

含自然的原材料以及合成的材料，都

是我们称之为嗅觉基调的物质构成

的。从这些基调的混合物中，我们获

得了香水的综合效应，一种和谐愉悦

的感觉，介于嗅觉基调和芳香之间的

物质就产生了。一种香水对我们的感

官起到的作用不亚于这款香水的颜色

和气味对它的使用者带来的影响。

获得基础精油
香水的基础调是由柑橘类水果

的外皮如橙子、柠檬、西柚等水果中

获得的。在这一过程中，水果的外皮

与果肉分离，并且进行压榨，析出的

精华被过滤，并从水中进行提取，这

一过程对于柑橘类精油的保持来说

很重要，因为它们不耐高温。

想要获得萃取出来的精华，须将

植物根茎、花朵、叶子与一种挥发性

溶剂一起加热。一旦溶剂挥发，提取

出来的物质就会存留在容器的底部，

成为一种油脂性物质，经过提纯之后

成为液体，这种液体就被称为精油。

提取法是一种用于获取基本油

料提取物的办法，这种方法能够从娇

嫩的花朵，如玫瑰中提取出花朵本身

存在的自然油脂。在这种方法中，玫

瑰的花瓣被放置在一个平板上静置5

天。获得的油脂可以用酒精来提纯，

从而获取精油。

若想获得香水，下一个步骤要进

行稀释：芬芳的精油与酒精混合在一

起，充分进行溶解，随后为了降低香水

中的酒精含量，向混合物里注入一点

蒸馏水。随后，混合物根据随后的用

途被放在一个温度较低的环境中浸

渍一个月，之后还要对混合物进行过

滤，从而去除悬浮颗粒。这之后只要

放在黑暗和凉爽的环境中就可以了。

规范和创新
自2012年6月，一项由SCCS欧洲

委员会发起的科学研究结果提示了

三种原料的可能致敏作用，规定禁止

对其进行使用，同时对一些天然原

料的使用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这些物

质包括存在于柠檬和橘油当中的柠

檬醛、存在于玫瑰中的丁香油和香豆

素。自2003年开始，根据欧盟的相关

规定，有26种被认为是可能致敏的配

料，在包装的配料标签上必须进行标

注。因为这种的缘故，香水行业必须

限制一些物质的使用，比如麝香橡

树。一些经典产品必须重新配方、重

新加工，以复合新的规定。其他不能

够被改进的配方只能舍弃。

自2013年开始执行的新的欧盟

化妆品规定又一次将香水制造行业

的保密性至于危险的境地。一款香水

其中包含的复杂配料的数量从20种

到200种不等。一种新的香水配方的

产生非常昂贵，并且被视为行业最大

的秘密，一旦公布在包装上可能会导

致这种配方的严重泄密。

时至今日，因为对于香水成分的

组成规定了更透明性的要求，要保持

配方的保密性非常困难。有时为了给

一种新配方进行保密，一种香水会由

不同的小组来进行轮流操作，从而防

止配方被复制。

Sandra Iruela 总监
Elena Pérez 顾问
西班牙Sandir, Matar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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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存在于柠檬和柑橘中的柠檬醛是一种
强烈的致敏源

■ Sandir概况

Sandir为每一位合作的客户特别设

计、创造、开发和制造独家定做的产品。

公司的服务不仅包化妆品产品、高级香水

及家居产品的技术咨询、生产和监督，制

定市场营销策略，包装方案设计和制造

监管，包括物流监控都在公司提供的服务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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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观遗传学从字面上来看，

是研究遗传学的表层现

象；而今天我们对它的定

义则表示它是研究那种不影响表层

之下的DNA序列的基因功能的，可遗

传性改变的科学。为了进行更形象

的说明，我们可以先想象体内所有

的基本拥有一致的基因信息—也

就是染色体组，而每个人体内不同种

类的细胞是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不同

表观遗传学对抗衰老化妆品的
潜在影响

翻译/小小超

表观遗传学，一门关于遗传性生物适应性的科学，近10年

来生物学研究和相关药品开发的热门话题，在护肤界正变得炙

手可热。表观遗传学是否可以被护肤产品所用，从而帮助人们

制造出更年轻的外表呢？

功能的具体载体。原因在于不同的

细胞拥有不同的基因（组成基因组

的蛋白质的编码单元）被“启动”（显

性基因），或者被抑制（隐性基因）。

这一切决定了在不同的时间点，不

同的细胞中都拥有哪些特定的蛋白

质。表观遗传学机制能够告诉细胞

如何阅读基因密码来产生正确的蛋

白质组。以此，表观遗传学可以调节

细胞谱系规范，它指示肝脏细胞进

行肝脏需要的运动，皮肤细胞进行

皮肤需要的活动，从而产生不同的

细胞表型但不改变基因属型。

在我们的细胞内，表观遗传学

的调控系统具有三种主要的组成部

分：DNA甲基化、变性组蛋白、非编

码RNA。虽然我们不需要了解每种机

制的具体环节，但知道这些机制的互

相协作决定了基因的表现机制（显

性或是隐性），从而对每一种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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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究竟含有特效的活性成分
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在表观
遗传学层面逆转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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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影响。在这一特殊方向的研

究对于研究衰老的表观遗传学模式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对于将抗

衰老的研究逆转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活性的化妆品成分由于对

年轻细胞和老年细胞的基因表达分

析，以及皮肤特异性DNA甲基化分

析研究，来识别最初被DNA甲基化

导致的特殊基因组对的进展起到非

常大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能

够为控制细胞衰老化的表观遗传学

作用机制带来新的洞见。顺着这条

线索，我们能够发现潜在的能够激

发或支持肌肤重新年轻化的机制，

也就是能够逆转肌肤老龄化的表观

遗传学模式，当然，前提是能够做

到局部定位。

科学对于表观遗传学对肌肤老

化能够产生的影响是最近才开始

的，有许多问题都还是未解之谜。表

观遗传学的范畴之内，是否真的能

够产生一个更年轻的显性成果？这

种对于衰老的人工干预在未来是很

有可能实现的，但必须给予足够的

小心对待。

表观基因组的规则远比此处描

述的复杂得多，如果不给于足够小

心的对待，它的调节过程可能会产

生决定性的后果。

Dr.Daniel Cortazar 

市场发展部经理

Biolytix, Witterwill 瑞士

与化妆品行业的联系
这一机制对于化妆品行业有什

么影响呢？化妆品科学与化妆品的

关系如何？表观遗传学与化妆品产

业有什么关系？化妆品科技正越来

越多地受到生物学的影响而变得越

发复杂，化妆品原料的复杂程度正

日益增加。时至今日，肌肤护理的市

场必须进行扩展，从而适应日益增

长的消费者需求。这一持续的要求

对于肌肤护理产品的开发起到了积

极的激励作用，表观遗传学模式的

微调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同时也

是对于化妆品行业的新挑战。相信

表观遗传学对于肌肤的老化能够起

到干预作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

望，能够更好地对抗老化过程带来

表型产生了外形塑造上的影响。

表观遗传学机制不仅在不同的

细胞类型间产生作用，更是在一个

人的一生中不断产生变化。一个人

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身处的环境

等，都会对表观遗传产生影响。由于

这些因素的影响，基因功能的影响

和细胞行为反响是不同的。因此，

表观遗传机制的失灵也是可能发生

的—通过异常的DNA组队方式和

变性组蛋白体现出大量分子失调症

状，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比如癌症

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老化，作为一种细胞衰老所产

生的后果，主要也可以被认为是一

种表观遗传学现象。虽然控制衰老

过程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表观遗

传学的因素在细胞衰老的过程中起

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这也就为表观遗传学和化妆品

界能够结合在一起带来了机会。肌

肤老化缘于内部的作用（如遗传倾

向的因素）以及外部的作用（比如环

境影响）。这些影响了基因的表达、

蛋白的合成和肌肤细胞的功能。在

表观遗传学层面，近期的证据表明

这一过程伴随着一定数量的DNA甲

基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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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辨认抗衰老化妆品特征

在老化过程中，特定的基因（基因X，蓝条）在皮肤细胞逐渐积累的甲基化DNA（红色

棒棒糖）从而在基因调控区域抑制基因活性（1）。通过分析基因表达和DNA甲基化在不

同年龄段的细胞形态（2），随着DNA

甲基化基对衰老的影响，可确定为区

域（3）为化妆品行业潜在的目标。活

性化合物可以对局部区域定位的表观

遗传学作用下的皮肤外部状况产生影

响，激发细胞年轻状态，促进组织的活

跃再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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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妆品是直接涂抹在人体

的产品，使用方便及舒适

感是决定产品价值和是

否受消费者喜欢的重要因素，这其

中流变改性剂起了重要的作用。流

变改性剂是化妆品配方中经常添加

的一款原料，通常也被称作增稠剂。

在配方中除了可以影响观察到的黏

度和稠度外，它也会影响产品其他

性能，如透明度、润滑性等。

水溶性聚合物就是我们在配方

中经常采用的增稠剂。它主要是用于

增加化妆品水相黏度。水溶性聚合

物结构中的亲水性集团如羧基、羟

基、酰胺基、胺基等让聚合物具有

亲水性。同时让聚合物具有增稠、加

溶、分散、润滑、絮凝等功能，而通过

对聚合物聚合度的控制包括接枝、

共聚等方法，使得聚合物具有多种多

样的品种及各种特殊的性能。根据

原料来源和聚合物的结构类别进行

分类。水溶性聚合物可分为四大类：

有机天然聚合物、有机半合成类聚

合物、有机合成聚合物、无机水溶性

聚合物。这其中有机合成水溶性聚

合物是发展最快一类。丙烯酸类聚

合物及其衍生物就是其中一类。这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原料就是卡波姆

系列产品，如卡波940、941、卡波ETD 

2020、Ultrez  21等。它们通过碱中和

成可溶性盐的形式在水中溶胀形成

凝胶形式。其独特肤感及质地在产

品推出之初受到化妆品研发人员及

消费者的欢迎，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

系列产品。但随着产品应用的深入及

化妆品市场的发展，它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及缺憾：比如膏体观质感不够，

实际生产时需要中和，且不容易分

散，影响了生产效率。

作为一种新型的流变改性剂，

CKTHCN-GM则有效解决了上述问

题，也为化妆品公司开发新型创新

产品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带给消费

者更愉悦的感受。

CKTHCN-GM也是丙烯酸类聚

合物［INCI 名:丙烯酸（酯）类交联

聚合物钠］。它经过特殊工艺生产，

并预先中和。通过以下扫描电镜的

照片，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传统卡波

姆在微观结构上的区别：

其中（图一）卡波姆的分子颗粒

粒径小于10微米，（图二）CKTHCN- 

GM的粒径为10～30微米。CKTHCN- 

GM的颗粒外观呈现球形，较普通卡

波姆粒径大且形状更圆滑。这种分

子结构带给最终产品丝般光滑感，

而且质地特别轻，外观更有质感。

一种新型的流变改性剂
CKTHCN-GM

资料提供/汇朗中国 科赛国际化妆品创新研究中心

（图二）CKTHCN-GM (图三）0.5%水溶液（图一）卡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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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通过图四的流变力学

分析来看，其中横坐标是屈服应力，

纵坐标是屈服应变，我们不难发现

CKTHCN-GM有更低的屈服应力和

屈服应变，这也从流变力学的角度

解释了为什么CKTHCN-GM做成的

产品光滑且质地轻盈。

基于上述的分子结构和粒径、

流变力学的分析，在非气溶胶喷雾

产品中，即使是高黏度，产品同样有

更好的喷雾效果。

如图五纵坐标是喷雾范围的

直径，横坐标是黏度。喷雾范围直

径越大则说明喷雾效果越好，其中

CKTHCN-GM在高黏度条件下表现

出好的喷雾效果。

实际效果如图六：

以上是用喷雾瓶距离100mm

喷雾测试。以上实验也直观显示出

CKTHCN- GM较卡波姆的喷雾直径

大很多。CKTHCN-  GM的喷雾效果

更好。

另外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CKTHCN- GM也比较分散溶解，不像

传统常规增稠剂那样容易结块，不

需中和，也不需要特殊的分散工具，

这样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同

时它添加方式灵活，即可以添加到直

接水相中，也可以在乳化之后加入。

综上所述，CKTHCN-  GM作为

一个新型的流变改性剂，其独特的

分子结构和流变性质，让产品外观

更有质感并带来与众不同的丝滑感

受，同时有效提高了工厂生产效率。

并让一些创新产品如高黏度非气溶

胶喷雾产品成为现实。普通消费者

从中也分享到了科技创新的成果。

汇朗中国于本次PCHI会将此产

品作为全球首发推出，汇朗中国下

属科赛国际化妆品创新研究中心作

为个人护理品研发及创新的研究机

构与国内外原料供应商保持了密切

合作及沟通。借本次产品新品发布，

与韩国CCK公司合作推出了系列产

品应用配方，比如外观独特新颖的

土豆泥、番茄酱、骆驼奶油霜等配

方。与会期间受到各化妆品厂家的

欢迎。

(图四）

(图六）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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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举例如下：
土豆泥

　 商品名称         中文名称(INCI)▲ Wt% 制造商

A

水 去离子水 TO:100 　

甘油 甘油 5.00  斯文

丁二醇 丁二醇 5.00  OXEA

泊洛沙姆 407 泊洛沙姆 407 0.30  BASF

CKTHCN-GM 丙烯酸（酯）类交联聚合物钠 0.70  CCK

250 HHR PC 羟乙基纤维素 0.05  ASHLAND

CKEMUL-PD24
PEG-240/HDI 共聚物双-癸基十四

醇聚醚-20醚
0.60  CCK

Beta-Glucan Sol’n (P) β-葡聚糖 2.00  MORECHEM

LECINOL S-10 氢化卵磷脂 0.30  NIKKOL

海藻糖 海藻糖 3.00  林原

HA-LQH 透明质酸钠 0.04  Kewpie

HA-LQSH 透明质酸钠 0.02  Kewpie

B

Lonzest MSA
甘油硬脂酸酯/

PEG-100硬脂酸酯
1.20  LONZA

SA 1801 硬脂酸 1.00  斯文

16/18醇 鲸蜡硬脂醇 0.50  盛泰

蜂蜡 蜂蜡 1.50  　

KF-96A-6CS 聚二甲基硅氧烷 2.00  Shin-Etsu

Myritol 318RC 辛酸/癸酸甘油三酯 4.00  BASF

Ve醋酸酯 生育酚乙酸酯 0.50  BASF

IPM 肉豆蔻酸异丙酯 2.00  CRODA　

Mung Bean Ferment Oil
金甲豆（PHASEOLUS LUNATUS）籽

提取物
0.20  MORECHEM

OILNAT ALMOND
甜扁桃

（PRUNUS AMYGDALUS DULCIS）油
2.50  OILNAT

OILNAT SHEA BUTTER
牛油果树（BUTYROSPERMUM PARKII）

果脂
3.00  OILNAT

Lonzest SML-20 聚山梨醇酯-20 0.20  LONZA

C

Black Tea Extract
红茶提取液

红茶（CAMELLIA SINENSIS）提取物 2.00  MORECHEM

D泛醇 泛醇 0.50  BASF

Germall IS-45
丙二醇/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 
羟苯甲酯/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

0.50  ASHLAND

玫瑰香精 （日用）香精 0.02  　

柠檬黄（1.0%） CI 19140 0.062  　

胭脂红（1.0%） CI 75470 0.026  　

焦糖色 焦糖色 0.039  　

工艺：

1、将设备、称量工具清洗干净并消毒好，备用。           

2、将A相中的水先加入水相锅，搅拌下将A相余项加入乳化锅，加热至80～85℃（维持恒温搅拌20min），搅拌分

散均匀，备用。           

3、将B相加入乳化锅，搅拌下加热至80～85℃，搅拌下将水相缓慢抽入，均质5～8min，搅拌下降温至45℃。

4、搅拌下将C相逐个加入，搅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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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展

油的多用性
翻译/小小超

然的亲和力。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

是，虽然肌肤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水，但是构成皮肤薄膜的还是油

脂。其中omega  3  and  6是皮肤需

要的主要脂肪酸，而这两种油脂身

体自身却都不能产生。

对于化妆品原料领域来说，油

脂成分大受欢迎，因为其具有化妆

品所需要的感觉维度。如果一款产

品不能使妇女们喜欢上使用它的

感觉，那么再好的护肤效果都将徒

劳无用。油料的优点在于其使用时

的良好触感当时能够立即体验。油

料能够很好地储存自然分子，在巴

黎欧莱雅，油料被仔细地分析研

究，它们的作用和性能都得到了充

分的了解。

优化化妆品油料特性
油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有的油

料使用起来没有黏腻感，但包含丰

富的营养物质，并且能够带动其他

的活性物质，包括那些基础性的油

脂也有此功效。

我们使用大量的酯化油料，这

些油料有着非常有趣的特性，使用

起来轻盈不黏腻。这一种特性使它

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让我们可以在

非干性的皮肤和发质上使用它们。

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它们使用在眼影

当中，从而增加眼妆对皮肤的贴合

程度。这些油脂使用起来非常顺贴

却不会产生油脂的亮光感。

最后，我们将油脂从提供营养

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这样就大大扩

展了油脂的使用范围。举个例子，我

们在新的“裸色”头发染色产品中使

用微油技术，在染色时，着色剂被导

入到头发纤维的核心位置，从而产

生自然的发色，从而有效保护头发

的健康。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硅

油产品能够保护长头发的发质不受

外界的侵袭。

Elisabeth Bouhadana

巴黎欧莱雅全球科学交流总监

巴黎欧莱雅国际部

法国巴黎

最
近几年，

油料作为

化妆品原

料中一种主要的活性

配料渐渐成为新的宠儿。对于巴黎

欧莱雅来说，油料的使用已经完全

不陌生，这个牌子专注于稳定油料

的价格，从而使更多的妇女使用起

来毫无经济压力。因为经过研究发

现，即使是最高效的配方，如果使用

过程不够宜人舒适，女性消费者基

本也不会天天使用。欧莱雅基于品

牌自身的实验室研究成果，将现有

的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提升，发现

了最佳原材料，克服了配方选择的

挑战。该品牌将这一尖端技术物尽

其用，发明了新的配方，改进了该产

品的使用质感。技术难题的攻克和

使用质感的改良创造了一种整体性

更强的美容产品。

为何油料对于化妆品来说
如此具有诱惑力？

油料由于其自身蕴含很多种的

脂类，因而对于肌肤来说有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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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部护理到身体使用的乳霜，从头发定型

产品到头发彩色养护科技，几乎所有的产品中都

能够使用到油；它能够为护理产品增加额外的营

养，顺滑以及增添光彩。巴黎欧莱雅的Elisabeth 

Bouhadana为您带来这种用途广泛的产品的最新

开发成果。
酯化油在头发和皮肤
未干时就能使用并且
效果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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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含3%蜡质或黄油的水中

油润肤霜二十分钟后，TEWL因为配

方中水分的蒸发而升高。当浆果蜡

没有被皮肤完全吸收时它会生成一

层保护膜并减少水分流失。在使用

约两小时后这层膜消失，这时TEWL

将重新恢复平衡，达到原有的水准。

乳木果脂有不生成薄膜的特性，通

常被当做滋润添加剂使用，在这里

用作正向控制原料。因为皮肤吸收

浆果蜡的速度很慢，所以配方的活

跃时间也相应延长，因此特别适用

于按摩产品，但也同样适用于身体

润肤霜或是颜色化妆品配方。

传统上有很多种蜡用于化妆

品。这些蜡因其卓越的性能深受欢

迎。但在这些产品以外还有其他选

择与可能。即使是小烛树蜡、棕榈蜡

和蜂蜡也有比常见情况下更广泛的

用途。此外，还有一些本土植物或外

来物种产生的蜡，这些蜡也有出色

却不为人知的特性。

任何配方都能得益于天然浆果

蜡。因为它在达到体温时便开始融

化，所以成为护肤乳液的特优添加

剂。它不仅大大改善了水中油乳液的

质感与感官特性，还增进了无水系

统，如护唇膏、润肤油和润肤霜。

Martina Heldermann

国际技术与销售经理

Kahlwax

德国汉堡

在介绍最近的研究成果时，Martina Heldermann详

细说明了天然浆果蜡胜过传统蜡的各种优点。

在
现有的诸多种类护肤产

品中，多数配方都以乳液

为基本原料，而且如今都

倾向于水中油系统。在油相中加入

蜡能大幅度提高终端产品的比重，

但也几乎肯定会影响它的外观、质

感和皮肤的触感。常见的蜡如蜂蜡

和小烛树蜡以其黏性、重量和无光

泽的感观特性著称。棕榈蜡拥有相

对较高的融点，所以，需要较长的融

化时间及较高的温度（约90℃）才能

让油相进入高温并燃烧。

但是现在出现了专门用于水中

油乳液的具有特殊感官特性的蜡

类。一种叫Kahlwax  6290的所谓的

浆果蜡，这种果皮蜡是把产自东亚

天然护肤用浆果蜡

“果真好！”

浆果蜡不仅能改
进乳液的触感，还
能减少TEWL。

■ 2%Kahlwax 6290

■ 控制

带与不带2%浆果蜡两种水中油乳液的成对对比

的漆树的含蜡质浆果放入水中煮沸

而制成。浆果蜡是一种乳白色蜡，其

C16-18脂肪酸甘油酯含量很高。

因为浆果蜡中的物质大部分在

30℃以下便融化，所以它的触感就

如经典的润肤膏般软滑。另外，它软

润的质感也极大改善了水中油乳液

的感官特性。

2%的浆果蜡被加入到一款简

单的水中油乳液中。在一次双盲测

试研究中，有一百名志愿者被要求

评估关于两种配方的皮肤触感及感

官特性的详细参数（结果见图表）。

志愿者发现含浆果蜡配方有更加

舒适的质感及更出色的延展性能。

浆果蜡改善了乳液的触感特点并且

凭借自身再塑脂的能力滋养皮肤，

让皮肤如凝脂般极富华贵之气。此

外，它还能在皮肤表面生成一种半

密闭的保护膜，进而减少TEWL（经

皮水分散失，Trans Epidermal Water 

Loss）。虽然它没有主动滋润肌肤，

但它减少了TEWL，所以也为表皮提

供了一个健康湿润的环境。

光滑度

黏腻感

无黏性

皮肤吸收能力

延展度

质感

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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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遇上科技

真金指路
黄金被看作纯正的奢侈品，所以使用“黄金魔法”的抗衰老产

品得到了热烈的追捧。凯伊黛（Carita）发布的Le Crème Parfaite 

3 Ors（完美三金面霜）将两种非凡的技术合二为一：GolDNA技术

和3-Fach Gold Complex，借此赢得了我们的本月之星。

L
e Crème Parfaite 3 Ors基于两

种创新技术——含有海洋多糖

的GolDNA技术和作为自由基

之盾的3-Fach Gold Complex。

近年来，针对深层地热资源已经

有所研究。在这些地热资源所处的

位置，微观和宏观海洋生命含有对护

肤作用极大的多糖。GolDNA技术新

面霜选用的多糖有助于激活十四组

关键皮肤基因，这对合成年轻蛋白非

常重要。该产品在皮肤的表皮层与真

皮层起作用。

本面霜产品质感极其舒适，其香水成分极其
诱人。该面霜其他原料还有矿物黄金、植物
黄金和生物黄金。

这款面霜中的3-Fach  Gold 

Complex含三种组成部分：矿物黄金、

植物黄金和生物黄金。其中矿物黄金

是纯二十四开黄金及金色珍珠组合，

可反射光线并在视觉上亮白肌肤。植

物黄金指藏红花，是世界上价值最高

的药草，富含藏红花素。藏红花素是

一种抗氧化的类胡萝卜素，可保护肌

肤免受不健康暴露的侵害。生物黄金

的组成是黄金微藻类，可保护肌肤免

受自由基的损伤并减少肌肤胶原质

的衰弱。

此外，该产品还含有：合欢花萃

取精华，可亮白肌肤并对肌肤进行长

期保护。传统中药吴茱萸萃取精华，

有助于养成平滑肌肤。水黄皮种子油

提炼于水黄皮的种子，富含饱和脂肪

酸，可为皮肤提供强力的营养滋润，

它还能保护皮肤免受长波与中波紫

外线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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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足部护理
时至今日，足部护理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最新的足

部护理产品将家庭使用的超声波仪与足部护理滋润结合在一

起，从而获得全套的足部护理效果。这一创新型产品被评为本

月的产品新星。

规律性使用能够去除足部的干硬皮肤和角质。

高
跟鞋的鞋跟对于足部的支

撑很差，而较紧的鞋子、

过大的袜子都会导致足

部的皮肤角质化。随着年龄的增长，

足部的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干。如果

使用粗暴的方式将角质化皮肤去掉，

重新生长出来的皮肤也仍旧会是又

硬又干的。使用Clarisonic  Pedi（科莱

丽）超声波，能够温和去除角质化的

皮肤，其力道的温和程度是手动去

除角质皮肤的10倍。该仪器比经典

Clarisonic面部护理刷效果更强劲，并

专门为足部硬化的皮肤定制。针对角

质化皮肤的Pedi Smoothing Disc 仪

器适合两周一次于脚部使用。使用时

需与Pedi  Boost，强有力的足部角质

剥离器配合，并涂上养护乳霜。皮肤

重生乳霜含有温和的乙二醇和乳酸

（10%），能够去除坏死细胞，促进

护理产品的吸收。Pedi 去角质刷头

具有纤长柔软和短粗质硬的两种刷

毛，能够有效去除坏死细胞。该去角

质刷可以每日使用，干湿两用皆可，

与Pedi Buff足部去角质霜的杏仁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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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果酸配合，能够去除坏死皮肤细

胞，光滑细致足部皮肤。最后的护理

步骤是需要涂上Pedi Balm护肤条，这

一滋润的润肤条含有乳木果油、蜂蜜

和杏仁油，每周使用两次，能够达到

对于常规足部护理的充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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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这种微胶囊封存技术，

成品产品中的有效物质不会过早或

者意外地泄漏出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微胶囊产品的稳定性和胶囊

壁厚能够根据不同产品要求有针对

性地做出调试。微胶囊稳定性背后

的原理在于胶囊内物质的释放是由

机械运动引发的，也就是说，只有在

被人碰到的时候或者被移动的时候

才会开始释放。这一种额外的价值

在销售经理进行新产品推广的时候

也能够成为一种制胜的新卖点。

Stefanie Klimpke

Follmann 公司销售经理

德国 明登

    

含
有芳香精油的微胶囊

不仅能为香氛产品增加

价值，并且能够使用在

洗涤用品和清洁产品中。该方法的

使用理念在于将小颗粒的胶囊投

入到化妆品中来达到持久清新的

作用。Follmann，作为擅长各种配

料的微胶囊制作的公司，为微胶囊

系列又增添了一项新的产品：Folco 

Capsolute。

香味、清新感和护理功能是化

妆品产品和竞争核心。微胶囊芳香精

油和化妆品的其他活性成分如除臭

剂、身体乳液和洗发水，能够为化妆

品增添购买价值。对于有效成分的封

存和释放的控制能够保证长时间的

新鲜感觉和增强化妆品效果。多亏了

Follmann的专利注册微胶囊科技，保

证封存和释放的效果持久稳定。

气味清新的微胶囊

身材小，效果大

Stefanie Klimpke,Follmann公司销售经理，本次为大家

介绍一种新型微胶囊技术，这种技术有望在化妆品行业中得到

广泛的使用。封装的香料和有效成分能够精确掌控释放时间和

使用效果，并长时间保持清新。

在乳霜或者止汗剂的成
分中添加包含了芳香精
油或者营养成分的微胶
囊能够帮助产品获得特
别滋润的效果和清新
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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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胶囊技术一览

 Fo l lmann Group及其子公司

Follmann and Triflex是一家国际性家族企

业，能够提供微胶囊系统。Folco Scent

公司能够进行香味印刷，以及香味外表

层喷涂。Foloco Microdeur是为清洁产品

和除菌消毒剂提供微胶囊技术的公司，

使用含有微胶囊的洗护产品后，香味成

分能够在被穿着或者在使用的时候以及

在进行清扫的时候得到完全释放。Folco 

Capsolute对于这一新技术的最新使用概

念是将香味成分添加到化妆品的活性成

分当中。2014年Folco集团拥有600名员

工，营业额达到一千九百万欧元，出口量

达到50%。

66 / Research & Application

研究&应用 ／ 原料



S
kin  Nutrition++，是一种生

物活性抗衰老产品，具有

获得专利的纳米科技输送

系统，属于100%的自然提取成分，

其活性成分为生物酶和植物精粹。

Cell-CPR配方的特色成分在于含有

sh-oligopeptide-1一型合成胜肽：

biomimetic  lipopeptide  caprooyl 

tetrapeptide-3新型肽复合物；蓼属

鸟头复合物，绿豆分生组织复合物；

Hyacare50透明质酸、tetrahexyldecyl

抗坏血酸—维生素C的油溶性方

式，保湿PCA钠，植物源海藻糖和

全氟萘烷；100%自然丙二醇，以及

自然蔓生盘叶忍冬、金银花花朵提

取物。另外新开发的眼霜产品之前

是作为身体护理的分支来生产的，

现在给予重新开发。新型的眼霜配

方含有乙酰tetrapeptide-5，以及从

海带中提取的自然乳化剂水解角 

叉菜。

Natura  Bissé  Diamond能够激

发细胞能量，它含有的视黄醇眼霜

有高度浓缩的自然磁铁矿—生物

磁超微粒子、合欢树提取物、维生素

A微胶囊；一种混合维生素K、氧气、

合欢树干提取物和植物酸，以及优

质的混合油脂、白柳树提取营养物

用来为肌肤提供持续的、源源不断

的滋润和养分。

皮肤专家Doctors Van Scott 和

Doctor  Yu提供的Exuviance系列产

品能够帮助肌肤实现抗衰老而不造

成负担。该配方含有专利的高度进

国际销售计划
这个月，Emmanuelle Moeglin，Minel公司国际香氛彩妆

化妆品分析师，带来本期的创新型个人护理用品最新资讯。

化仿生混合多羟基和α-羟酸Super 

Retinol  Concentrate，作为一种抗衰

老产品能够为敏感肌肤提供夜间

修复；配方中含有1%包覆层；注册

专利NeoGlucosamine，三级稳定复

合物，能够增进视黄醇稳定性，并

且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E，随

时间释放的微胶囊能够减少视黄

醇、荧光增白剂、甘油和红没药醇

带来的刺激性。娇兰Blancde  PerLe

的产品结合了珍珠美白功效—

P.E.A.R.L. Whitening  Complex。优

级美白产品White  P.E.A.R.L.  Drop 

Whitening  Essence白珍珠美白精华

的作用在于能够减少暗斑以及预防

黑斑的产生。

今年在兰芝迎来品牌的20周年

纪念日之时，品牌重新推出了改良

后的水酷凝集营养霜。该系列的滋

润霜具有从橄榄中提取出角鲨烷和

富含矿物质的海蓬子提取物，能够

帮助肌肤保持24小时不干燥。

肌肤护理生产线Nuriss，由医

学博士胡安妮塔与Peptide  Lash 

Booster合作推出，包含多肽营养物

质和葡萄干细胞营养，能够滋养睫

毛、延长睫毛细胞的细胞生命力。两

星期之后，经试验室观察，能够显著

增厚睫毛，使之更浓密纤长。

Emmanuelle Moeglin，

Minel公司国际香氛彩妆化妆

品分析师

伦敦,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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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复苏眼霜能够
减轻黑眼圈

Natura眼霜含
有高浓度的自
然磁铁矿成分

娇兰美白精华
的起效原理是
针对黑斑的根
源正中靶心

Exuviance 所含有视黄醇
成分，可以为敏感肌肤夜间
抗老化

Laneige滋润霜能够起到24小时持续滋润肌肤的
功效

眼睫毛滋润霜能够为睫毛提供必要的营养和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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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表观基因组
Silab  |  Epigenomyl是一款抗衰老的活性原料，可限制因

时间流逝及其他外部因素而出现的表观基因组的改变，

因此能够让皮肤细胞对压力做出更好的反应，而且其寿

命将更加长久。凭借在全球范围内的良好性能，这种活

性剂激起了对表观基因组调节的方式的研究：修改组蛋

白和微小RNA的表达式。它使原骨胶原的合成恢复正常

并保护弹性蛋白和原纤维

蛋白的一号纤维的结构。它

富含金盏花低聚糖，可平复

细纹，减少皱纹并

改善皮肤的色泽。

源自矿物
Rahn | Fossil peeling powder是一款中等粒度的粉状产品，有优秀的美容性能

与出色的皮肤相容性。这款产品有助于去除表层死皮细胞，促进细胞再生，

使下层细胞恢复活力，剔除杂质，改进皮肤质感并重塑皮肤的自然光彩与色

泽。因为这款产品产于矿物质，所以它是人造去皮粒子的理想替代产品。

生物活性七胜肽

Mibelle  |  PerfectionPeptide  P7是一款

生物活性七胜肽，可激发皮肤自身的

防御系统抵御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反

应。一次细胞培养检验显示，该产品确

实激活了解毒酶。在活体外实验和临

床试验中这种胜肽显示出了极大的皮

肤保护能力，让皮肤免受细胞层面的

氧化应激反应的困扰。

激发皮肤自身的防御系统。

减少清洁产品对皮肤的刺激
Croda  |  Cromollient  SCE已展示了其减少清洁产品表面

活性剂引起的皮肤刺激的性能。有一项体内试验显示，

这款润肤剂不但不会对皮肤有

任何刺激，而且只要1%的用量

就能减少SLS（Sodium  laureth 

sulfate，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

对皮肤的刺激。还有一项研究

关注把原料以5%的用量加到三

种商用沐浴露中以后减少刺激

的可能性。在体外试验中所有

含这种润肤剂的配方都可将对

皮肤的刺激减少至少20%。

油性皮肤已得到控制
Lipotec | 蓝色原料Matmarine是Lipotec最新研发的产品。

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皮脂增多引发的各种皮肤类型的缺

陷，如粉刺、毛孔粗大、易患丘疹和粉刺。这种新型生物

技术活性原料可降低黑皮质素-5受体（MC5-C）蛋白质

水平。有体外试验显示，黑皮质素-5受体是存在于成熟

皮脂腺细胞、皮脂腺中的多数细胞中的关键催化因子，其

作用是促进皮脂分

泌与体脂的存储。

此外，该活性原料

还可调节与炎症有

关的基因及皮脂增

加引起的抗氧化反

应。该产品是一种

细胞外的聚合物

质，从假交替单胞

菌属通过Biointec

技术研发得来。这款抗衰老活性剂富
含金盏花低聚糖，可
平复细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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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消费者对轻柔温
和的清洁产品日益增长
的需求。

这种海洋活性物质可在最大限度内减
少皮脂增多引发的皮肤缺陷。

提炼于硅藻保护壳，而正是这保护壳在
数百万年以前沉积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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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特殊印刷过程和加强的维持性
HD-Print是一种高分辨率打印技术，由Linhardt公司发明。

基于无水打印技术之上的这种方式，能够将照片般清晰的颜

色打印在塑料管子上。如果能将这一过程与丝网印刷术结合起

来，那么连标签都可以一并制作。该系统能够操作80条线/厘

米，能够使用定制的筛网。即使是小于2%的筛网，也能够照样

操作，并且基本做到无色差。

另外，该系统能够使用PCR材料。

Metflex是一种持续性高的层压管（多层），具有金属的外

观，并且能够节省40%的材料，重量也比普通管子轻得多。

这种管子由于很容易清空，所以方便回收；另外，外观也有

有光泽和亚光型两种选择，回弹应力也与PBL管子几乎一致。

化妆用珍珠配方滴管
化妆用珍珠是法国合同商Capsum与负责封装的合作

伙伴Quadpack一起研制的系统，用来生产含有化妆用珍

珠的抗衰老产品Hypnotic  Serum。每一颗Hypnotic  Serum

产品中的水晶珍珠都包含了一包富有营养的油脂。该珍珠

放在25ml的瓶子中，瓶子上方有一个密封的空间用来包含

液体营养物质。扭动瓶盖就能打开上面的封纸，液体会自

动滴入下方的珍珠当中，溶解珍珠的外壳。

轻轻晃动，瓶子中就会充满了光滑富有营

养的溶液，可以用滴管滴出使用。

这一产品中无论是瓶身还是瓶盖都可

以是透明的，从外部可以看到珍珠，开封后

转变的过程也能够看到。一个银色的金属项

圈为这一高雅精致的包装再添完美一笔。

混合珍珠和液体，轻轻晃动能够得到最终使用的
营养溶液

持续性多层印压软管能够减少 
40%的重量

高分辨率打印能够呈现 
照片质感

■ 如何激活自我加热的功能

将安全条扯下，将盖子盖上，大约两分钟之后软管内的成分
就会加热20摄氏度。一旦加热反应得到激活，3分钟之内，温度
能够从30摄氏度加热至50摄氏度。当温度在28摄氏度时，水状
物的温度能够加热到50摄氏度并维持7分钟。

自我加热软管
新专利产品——自我加热的软管能够在产品使用

时增强使用效果和使用舒适度。它的设计理念是：软管

里面套一层软管内层的软管。在内层的软管里面注上

安全的醋酸钠溶液，并进行密封，醋酸钠溶液在软管里

会变成透明的液体，然后开始产生热量。软管里面含有

的醋酸钠饱和溶液和醋酸钠晶体都为安全、无毒并环

境保护的成分。外部的软管内部装的是待使用的产品。

一旦产品开封之后，管子就开始加热，加热后的温度最

高能够达到室温的20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度持续大约

90秒，随后温度开始平稳下降，保持在室温20摄氏度以

上约7分钟。无论室温如何，最高的软管温度保持在60

摄氏度以下，软管不会出现破裂。自我加热的软管适合

面部护理产品，如面膜，身体油，以及眼部皱纹去除配

方，能够为产品带来特别顺滑的使用效果。

加热型软管的
特点就是双层
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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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氧气为细胞提供更多能量
绿色科技  | 注册专利产品，抗衰老活

性物质Somitine—甘油水甘露糖醛酸

寡葡聚糖，能够给细胞重新提供能源，

从而促进产生更光泽闪耀的肌肤。造成

肌肤老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当三磷酸腺苷

(ATP)水平下降的时候，能量代谢和呼吸

链水平也都会下降，细胞内部混乱，肌肤

结构失衡。活性成分Somitine能够增加

基体和线粒体呼吸并且能够从ATP获得

养分来生产、储存和释放能量。通过使

用这一产品，能量代谢可以得到增强、细

胞能量平衡得到保持。肌肤能够免受外

部压力和自由基的侵害。

活性成分能够很好刺激细胞新陈代

谢，在结合谷氨酸使用之后无论是日常

情况或缺氧情况下都能够保持良好的新

陈代谢。

活性成分能够帮助肌肤防护由身体的新陈代谢
特别是呼吸代谢导致的老化损伤。

最新趋势 肌肤质地和颜色保持解决办法
巴斯夫  |“美丽面孔“提倡的抗衰老面部护理概念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市场调

查和可信的数据分析系统而提出的配方。这一有针对性的调查能够帮助化妆品

生产商制定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具有针对性的抗衰老产品。例如“天然提

升”配方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自然无痕式美丽的追求而产生的产品。这一质地

较干但非常富有营养的油脂含有自然提取的有效成分，能够持续滋润肌肤不油

腻，为肌肤提供天鹅绒般的质感。而喜好“专业性强”护肤品的顾客群体则对于

化妆品持有非常脚踏实地的态度，保守并严谨，将护肤品的研究视为科学的一

个分支来对待。因此，此类消费者倾向于运用先进科技的产品并且偏好创新型

品牌。“美丽经理人”这种类型的护肤胶能够运用生物科技中的角质酶活性成分

来帮助使用者在睡眠中焕发皮肤的自然

新生。这种神奇的有效成分是被称为“生

物修正器”的一种蓍类植物，一般以西洋

蓍草为人所知，这种草的提取物能够帮助

细胞进行重组，促进细胞和神经之间的联

系。另外一种被称为X-pressin C的成分，

是一种先进的皮肤鳞状细胞剥落系统，能

够起到柔软和乳化的作用，嫩肤和凉爽的

作用非常良好。

洗涤和清洗产品的香味调控
Impag | 很多分子化学合成物具有特点鲜明的气味，这种气味有时候并不宜人。

若想改善这种情况，可以使用环状糊精和硫酸铝铵、特殊香味剂或者其他添加

剂。有一些能够在原始气味上面制造一种遮盖性的气味，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种遮盖型气味就会消失，原始的香味就会显露出来。如果能够彻底去除那种

原始的气味肯定是更理想的。使用PolyFix  ZRC  30 MT，也就是蓖麻酸锌盐，能

够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要想使这种成分发挥它的功能，必须使用溶剂或者增

溶剂使它溶解在水溶液中。比如与混合表面活性剂、氨基酸和脂肪醇配合。这种

可以即刻使用的混合液包含20%蓖麻酸锌水溶液—一种良好的可生物降解的

整合剂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这一款抗衰老晚霜“美丽经理人”含有西洋蓍草提
取物，能够重组细胞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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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dour分子的作用原理并不是
遮住不好闻的气味，而是将不好
闻的气味转化成为一种散发中性
气味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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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香氛流行趋势
BELL香氛公司  | 每一年在个人护理和家庭清洁方面进行

市场调查都让品牌收获不小。将目前的化妆品情况与将来

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能够激发新的点子产生。

公司在进行了细致的市场调查之后，评估消费者对于

嗅觉的偏好，并且将这些点使用在开发新型香氛的过程

中。新的香氛开发趋势主要落脚于两个领域：香味的舒适

区域和香味的创新区域。香味的舒适区域能够满足传统和

现代的要求，因为它只需要较短的产品开发周期。有时身

体护理和家庭清洁方面对于这种舒适性香氛的使用会普

及到范围更广阔的消费人群中。

整年来说，玫瑰以各种形式的香味出现在春季和夏季

的家庭清洁用品中，在更寒冷的月份里，玫瑰与奶油香常

常融合在一起进行使用。另外，茶香绝对是属于夏日的香

气。茶香的广泛应用使它能够出现更轻盈更酷爽的感觉，

或芬芳或活泼。这些轻质的香气与浑厚浓厚的甜香不同，

给人耳目一新的清新感觉。

香味创新区域的发挥领地属于高端经典神秘爱欲香

氛，这一领域往往能够创造出大胆的香味。2015年的新型

香氛类型使用到了大黄，在不同的领域中，绿色的、闪亮的

轻质基调与花香一起在夏天使用。2015年的流行趋势酒红

色，对于香氛的使用也产生了影响，比如不同类型的浆果在

四个季节的香氛中都得到了使用。能够引起爱欲的乌德木

混合皮革的气味适合给这样一款香水进行很好的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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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的香气是2015年的流行款。

新型除臭剂
CPL Aromas  | Aromaguard 是一种专门定制的臭味消

除技术。每一种不好闻的气味都是独特的，这种技术能

够根据特定的臭味定制消除方式。它工作的原理是通

过改变大脑对于嗅觉的感知而去除臭味的影响。当鼻

腔吸入一种不好闻的气味时，它能中和活跃的臭味分

子，并且用好闻的气味因子来替换它们。这种技术非常

有效，大约能够消除掉70%的臭味。现在，Aromaguard

已经在全世界使用，并扩展出很多新的用途。它能够被

使用在个人护理、家庭清洁、工业除臭等地方。另外，脱

毛膏、头发护理产品在浴室和厨房等地方都可以使用

这种技术，从而将臭味变成宜人的芬芳。

能够消除脱毛膏带来的不爽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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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致提拉肌肤，效果神奇
Sederma  | 活性成分Majestem是一种从植物细胞中培养的活性成分，能

够通过线粒体活力修复重建真皮的张力，进行细胞外基质的维护，中和

污染和辐射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提拉皮肤。在短短的三周之内，松弛的

颈部肌肤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紧致效果，（表面 -10.6% up to -56%)，

并且能够显著去除颈部皱纹。六周之后，脸颊皮肤得到显著提升，抬头纹得到平滑舒缓（surface -11% up to -75%）。

三
周
之
后
，
松
弛
的
颈
部
肌
肤
就
得

到
了
提
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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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护·夜淡斑”  抵御污染  匀净肤色
—雅漾日间隔离乳&雅漾亮肤淡斑精华乳全新
上市！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人们在享受其带来

的诸多便宜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多的负面危害，其中最突出

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空气中充斥的大量的PM2.5等污染

物，不但对人体的呼吸系统造成极大伤害，更会被暴露在空

气中的皮肤吸附，造成肤色暗沉干燥等问题，加重肌肤敏

感。我们知道，紫外线中的UVA造成黑色素沉淀，令肌肤产

生光老化现象；UVB则造成皮肤灼烧、泛红，是美白的“终

结者”。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紫外线遇到空气中的污染，则

对肌肤的伤害更大。两者相互作用，使我们的皮肤在一天中

面对的环境变化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日前，来自法国的敏感肌肤护理专家雅漾在上海、北京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日防护·夜

淡斑”系列全新上市新闻发布会，雅漾品牌大使霍思燕小姐也亲临活动现场，为媒体嘉宾分

享其护肤秘诀和新品试用感受，并与所有嘉宾一起见证该系列的隆重上市！

雅漾于2015年初重磅推出日间隔离乳SPF30 PA+++，日防护、抗污染、抗UV，可有效增

强皮肤屏障，抵御自由基，持久保湿。且专为亚洲肌肤定制，独具温和的弱酸性低敏配方。无

香料、无酒精、无色素、无对羟基苯甲酸酯。质地轻薄、快速吸收、清爽不黏腻、不留白屑。

雅漾日间隔离乳，独有专利维生素E前体、复合日光过滤系统、雅漾活泉水及泪液膜保

湿仿生系统三重保障，全面隔离和保护肌肤免受外界环境及日光侵袭，抵御自由基的攻击，

更能有效改善并增强皮肤自身屏障功能，持久保湿，由内而外给肌肤最强的保护力。

同名红妍肌活  喝出健康傲娇美肌
2015年3月至5月，携手Wagas和旗下品牌Baker & Spice推出同名红妍肌活果汁，主打喝出

健康美丽的果汁。Wagas一直以健康饮食为主旨，鲜榨的果汁也一直为大众所称赞。红妍肌活饮

以甜菜根、香梨和羽衣甘蓝为主要成分，果汁颜色正如婀娜的资生堂红妍肌活精华露瓶身一般

红润娇嫩。三种主要成分富含各类具有提高免疫力的维他命，值得一提的是，甜菜根除了营养

价值极高之外，还含有膳食纤维，让你有饱食感的同时亦促进水分的吸收。这款果汁产品正如

ULTIMUNE红妍肌活精华露一样，让你由内而外焕发光彩，神采奕奕。

免疫力是能够在后天精心调养下逐渐修复的，只需稍稍调整生活习惯，搭配使用资生堂红

妍肌活精华露，再强的外界侵扰也无惧损伤！

舒肤佳·京东“趣洗手” 

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郭涛石头父子揭秘孩子如何爱上
“趣洗手”

2015年3月28日，中国，北京—日前，全

球个人清洁护理领军品牌舒肤佳携手中国最

专业的综合网上购物商城京东正式开启战略

合作。著名演员、舒肤佳洗手健康公益推广大

使郭涛、郭子睿（石头）父子亲临助阵。郭涛

现场与来宾分享了如何更好地督促孩子养成

积极主动洗手习惯这一父母常遇到的教育困

扰，并通过互动游戏—“趣洗手”寻宝大作

战，揭秘让孩子爱上洗手的趣味妙招—舒

肤佳洗手神器和三大趣礼：趣洗手印章、趣洗

手一起玩游戏书、趣洗手大作战棋盘。同时宝

洁舒肤佳研发部的专家也倾情分享了儿童洗

手教育心得，指导儿童健康趣洗手，远离致病

细菌。

这是国内首例快消品牌与电商平台线上

线下360°全维度合作，舒肤佳与京东的此次

合作将持续三个月，通过月月献趣礼活动共同

致力帮助中国百万儿童爱上洗手，健康成长。

Information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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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医生兰花润颜面膜上市 
—马天宇出席发布活动自称忠实“植粉”

4月16日，植物医生DR PLANT品牌战略发布暨兰花润颜面膜新品上市活动在北京竞园艺

术中心举行，植物医生董事长解勇先生，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王雨华副所长，植物医生首

席科学家、中国知名植物学家裴盛基教授，知名艺人马天宇，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位媒体朋

友、品牌嘉宾和“植粉”会员们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品牌发布2015全新战略定位“高山植物 纯净美肌”力求为消费者提供最纯净、有

效的美肌护肤方案。同时宣布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达成20年战略合作，成为其唯一官方合作

护肤品牌，正式启动国家级科研力量，打造民族第一

植物系护肤品牌。

2014年，植物医生DR PLANT宣布与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达成20年战略合作，联合成立

“植物医生护肤研发中心”，启动国家级科研力量，

力求为中国女性打造更为安全、有效的纯净美肌方

案。植物医生DR PLANT品牌也成为昆明植物研究

所唯一官方合作护肤品牌。双方还将联合打造中国

首个“植物王国博物馆”，面积全球第一，“植物医

生高山护肤生活馆”将设于其中。而位于丽江玉龙

雪山的植物医生高山植物园，也将作为植物医生DR 

PLANT后续高山植物护肤品的研究基地。

植物医生DR PLANT坚信，只有最天然、纯净

的环境，才能拥有最纯粹的高山植物精华；植物医生

DR PLANT力求每一滴高山植物原液都未受到过化

学工业的污染，为肌肤提供最纯净有效的美肌护肤

方案。

“清爽控油.净柔保湿”
—雅漾净柔平衡保湿乳 
全新上市!

好的肌肤要容光不要油光，而面部

油光问题不仅仅是油性肌肤的一大困扰，

也令中性及混合型肌肤头痛不已。中性肌

肤皮肤构造细腻，油脂及水分分泌相对均

衡，但面对气候及环境变化时，往往容易出

现泛油。混合型皮肤兼有油性肌肤和干性

肌肤的两种特点，在面部T区（额头、鼻子、

下巴）呈油性，而脸颊则呈中性或干性。拥

有混合型肌肤的人通常会感觉脸颊紧绷干

燥，而面部T区则常泛油光。因此，中性至

混合型肌肤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必须能够

满足面部两个不同区域的相反需求，在补

水的同时，还需有效控油，使肌肤更加柔

软舒适。

雅漾皮肤学护肤研究室推出了针对中

性至混合型肌肤的皮肤护理产品——雅漾

净柔平衡保湿乳，作为日常护理，保湿的同

时解决中性及混合型肌肤的泛油光问题，

重拾清爽、无油、水嫩的柔软肌肤。

Max Factor蜜丝佛陀携手Kevin老师 

打造彩妆教室，教你魅力多一步！
—蜜丝佛陀彩妆教室发布新闻稿

百年专业彩妆品牌Max Factor蜜丝佛陀拥有辉煌的好莱坞历史，

创始人Max Factor先生曾是好莱坞超级巨星、美国政界名流经典妆容

形象的金牌“幕后推手”，他坚信魅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可以后天创

造，每个人都能绽放自己专属的魅力。为了让广大爱美女性都能释放自

我魅力，Max Factor先生在好莱坞一手成立化妆学校，传播彩妆塑造

魅力秘籍。鎏金岁月，一个世纪，品牌信念秉持至今。如今，Max Factor

蜜丝佛陀携手品牌亚洲区执行创意总监Kevin老师，跨时空对话Max 

Factor先生，延续经典，精心打造中国版彩妆教室，开启简单实用魅力

定制魔法，实现中国女性的“多一步”魅力绽放！

2015年2月5日，彩妆教室进行了线上“微发布”，首次发声，宣布魅力

课堂开讲！

Max Factor蜜丝佛陀彩妆教室提供全面打造个人魅力的专业便

捷美妆小技巧，不做雷同的教学，只做启发你魅力的定制分享。彩妆教

室将持续发声，开启品牌为中国女性特别定制的魅力启示之旅，系列视

频也将在多个平台持续进行放送，唤醒你沉睡的专属魅力，掀起“多一

步”与美丽相遇的时尚风潮！更多详情请实时关注Max Factor蜜丝佛

陀官方微博。

赴韩整形维权失败案例新闻通报会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于2015年3月19日在京举行“赴韩
整形维权失败案例新闻通报会”。

会上，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做了新闻通报，通报指出：相关主管

部门及协会十分关注这段时间以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主流

媒体相继报道赴韩整形失败患者维权失败的事件。目前，协会也积

极参与到维权救治的活动中来。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作为“赴韩整形失败指

定救助修复医疗机构”发言。该院陈育哲院长表示：在中国整形美

容协会的倡导下，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作为整形行业的代表，将

高举公益救助大旗，携手各权威医美机构积极参与到“中国赴韩

整形维权失败公益修复基金会”；并联合行业内各大权威医院成立

“赴韩整形维权失败公益救助修复联盟”，对全国赴韩整形维权失

败患者进行全面救助！陈育哲院长介绍说：“北京美莱将于4月中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救助细节。北京美莱在社会各界和权威媒体的

见证之下承诺，保证救助活动的公开、公正、及时和透明。”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法律事务部表示，协会正在积极联合一些行

业内的律师事务所，将进行法律援助，以期为这些赴韩整形维权失

败患者建立一个渠道，尽可能地帮助她们合理合法地维权，给患者

及社会一个公平申诉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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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修护  极限白皙
—ALBION雅思美白新品，28天药用精华，创新
瞬间美白

1956年于日本东京，怀抱着“创造世界一流的高级化妆

品企业”的誓言而诞生的ALBION震撼了日本化妆界，自创

立至今超过半个世纪，成为日本四大护肤品牌之一。

秉承着“追求充满透明感的柔韧肌肤”的护肤理念，ALBION延续了对白皙与美丽的感

动，被誉为“最令人憧憬的保养品牌”，深受全世界女性的喜爱和信赖。

自创立之初，创始人小林英夫先生便认为ALBION代表一片洁白无瑕、典雅幽静的神圣

净土，“白”就是美丽的象征。今天为追求“极限”级的白皙，ALBION隆重推出重磅美白新品

“雅思净白亮颜精华液”，全力为每一位接触这个品牌的女性打造没有色斑、暗沉，饱满细

腻，仿佛从内部散发出光辉般的完美容颜。 

ALBION雅思美白系列，结合传统与创新，针对夏季肤色会变深的问题，以产生色斑的

原因为着眼点，研制出以春夏季护理为中心的美白系列产品。

莎莎首次获颁 

“连续10年商界展关怀”标志
2015年3月30日,莎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莎莎”或“集团”；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178) 

宣布首次获得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颁发“连续10

年商界展关怀”标志，表彰莎莎多年来心系社

区、热心公益，致力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及推

行环保，持续发扬良好企业公民精神。

莎莎一向关爱社群，更于2013年成立“莎

莎美丽人生慈善基金”，务求更有效地捐助及

支持不同范畴的慈善公益项目。集团亦致力推

动企业义务工作，透过“莎莎有心人”义工队，

鼓励同事携同亲友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服务社

群。集团深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把可持续发展纳入集团的运营中，同时在

店铺和办公室推行多项环保措施，取得多项商

界减碳认证。

“商界展关怀”计划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下称社联）于2002年推出，旨在促进香港商

界与社会福利组织机构之间的策略性伙伴合

作，共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共融社会。

除启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外，“商界展关怀”计

划亦致力推动香港商界与社会福利组织机构

建立伙伴合作关系。现已有合共逾464间公司

及机构获颁“商界展关怀”标志，而今年共有

156间企业及机构首次获颁连续10年“商界展

关怀”标志。

专业沙龙级配方  强效解决头屑烦恼
—丝蕴男士专属去屑洗发露全新上市

德国汉高旗下的syoss丝蕴品牌一直以来凭借专业

沙龙级品质和更适合亚洲发质的配方赢得了优异的市场

口碑。作为拥有近40年亚洲沙龙经验的美发品牌，丝蕴

认为男士同样需要专属头发护理。

2015年，丝蕴与殿堂级资深发型师合作，专门针对

有头屑困扰的一般发质与油性发质亚洲男士设计，研发

出了两款沙龙级配方的男士专属去屑洗发露：丝蕴男

士水润去屑洗发露以及丝蕴男士控油去屑洗发露，为

有头屑烦恼的消费者带来专业沙龙级护理体验。两款沙龙级配方洗发露中均蕴含卓效配方

PRO-ZPT活力锌，能直击头屑根源，长效解决头屑问题，并防止再生。

德国汉高丝蕴品牌将不断追求卓越，以专业品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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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beauty, Real Quality
—SOFINA美白情人节媒体见面会

希望寻觅到天然去雕饰、以真面目示

人的真正肌肤美—Real Beauty，3月13

日，SOFINA在北京举办“SOFINA美白情

人节”媒体见面会，与资深美容媒体分享

SOFINA的明星产品以及为追求真实美肌

感的肌肤带来崭新的美白方案。

步入装扮淡雅的SOFINA媒体见面会

现场，媒体嘉宾仿若置身自然清新的花园。

见面会上，SOFINA品牌资深美容老师展

示和介绍SOFINA明星产品—持效10小

时、大油田救星の映美焕采防晒控油妆前

乳；12小时清爽不油腻超强防晒，有“晒不

黑“昵称の芯美颜日间倍护防护乳；超弹力

泡泡，洗净同时美肌の保湿泡泡洁面乳，以

及采用SOFINA最新的美白+保湿技术5月

新上市的美白系列。在场嘉宾还可以亲自感

受SOFINA为肌肤带来的美好体验，更能

参与让人期待的抽奖环节。在与会礼环节，

嘉宾还收到日本知名人气零食、SOFINA明

星产品等礼物。

怀揣守护鲜肌的美好愿望，SOFINA

执着追求能真实感受到的优越品质（Real 

Quality）和安全性，将继续传递你的肌肤

会更美丽这个事实。

升华本草，光耀未来
—相宜本草精油添加护肤系列新品发布会

3月18日，相宜本草精油添加护肤系列新品发布会在融合了历史感与现代美的1933老场坊盛

大举行，品牌采用尖端科技打造活动现场，让来宾置身华美视觉盛宴，代言人刘诗诗的亲临现

场和震撼人心的“光·耀未来”启动仪式更将发布会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2015年品牌全新升级推出相宜本草精油添加护肤系列，升华本草，以精油为魂，品格呈现！

此次新品发布会，相宜本草呈现的是超越品牌之上的震撼与感动，它升华了本草之力，承载着中

国文化，传播着东方之美。

随着短暂的全场暗灯之后，舞台上绽放的山茶花影像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就是相

宜本草新一季的代言人刘诗诗。诗诗还是一如既往的恬静优雅，她向在场来宾亲切问候，与相

宜本草品牌副总裁交流分享了自己对产品的使用感受，她表示添加了精油的新产品不仅味道很

清新，肤感很细腻，吸收也很快。诗诗不禁感叹，本草护肤品真是大自然对肌肤的宠爱。

随后，相宜本草品牌特邀护肤专家家弘老师与研发总监为现场来宾进行了对产品功效的专

业解读，从本草的选料、采摘、萃取到成分的配比等等，研发中的每一个环节无不透露着品牌一

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以及对大自然的虔诚信仰。

相宜本草此次升级是品牌有史以来最大的革新，它涉及全线产品的升级，品牌形象的升

级，风格气质的升级，以及精神文化的升级。

守护地球“单纯”美
—泊美清盈净浊隔离霜“纯”新上市

谁能想到，今天空气会成为肌肤的天敌？3月16日，资生堂旗下植物护肤品牌泊美携全新对

抗尘污染的护肤型隔离霜“植物净浊隔离霜”亮相北京，带来春日里的纯新感受。

活动中，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电商部部长高凯先生首先向来宾致辞。随后，泊美品

牌代言人张靓颖带着一曲《第七感》轻盈登场。在互动中，她和大家分享了日常抵御雾霾的小妙

招，并透露了抢鲜体验泊美清盈净浊隔离霜的心得。

爱护地球、心存“绿色”才会为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最为根本的改善。泊美作为负有盛誉的植

物护肤品牌，始终努力倡导爱用者粉丝们一起向绿色环保奉献爱心。此次活动前，泊美特别推出

了一款手机在线小游戏，旨在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捐赠爱心树苗，改善当地绿化环境。在游戏中，

泊美为品牌代言人张靓颖也播撒下了一颗“纯美种子”。活动现场，伴随着高凯先生和张靓颖的

共同灌溉，大屏幕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新品“清盈净浊隔离霜”主要成分之一的欧百里香，

令在座来宾感到十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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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掌”控手机时代，便捷服务随“机”同行
一直走在潮流前沿的屈臣氏又一次实现新突破：在各大门店开通了手机支付功能（包括

支付宝支付及微信支付），并为会员推出了手机版会员卡！现在，你只需带上一部装有支付宝

钱包APP或微信APP的智能手机，即可在门店畅快“买买买”，会员还能随时随地畅享会员

优惠。

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保健及美容产品零售连锁店，屈臣氏一直不遗余力地为消费者以

及全国逾4000万会员提供360°全方位贴心服务。这次服务再度升级，将“手机支付”“手机

版会员卡”两大功能齐聚，上海、广州部分门店率先开通免费WiFi，结合全国逾2000家实体

店，真正实现无处不购物。屈臣氏会员卡代言人陈妍希、郑元畅邀请你：赶快绑定你的手机与

实体会员卡，带上手机来到屈臣氏实体店体验畅快购物的乐趣吧！

行业动态

巴黎欧莱雅携手鹿晗 点亮你的水光肌
—巴黎欧莱雅水光空气轻垫霜光彩上市

2015年4月21日，巴黎欧莱雅旗下首款气垫类产品——奇焕光彩水光空气

轻垫霜正式上市，该产品将水光透亮因子融入轻垫霜，集保湿、遮瑕、控油、隐

形毛孔和提亮肤色多效合一，质地轻透，一抹绽现水润光透水光肌。

“美得好像会发光”一直是男生对女生最高的褒奖，巴黎欧莱雅也将这个

美好的希冀融入水光空气轻垫霜的创意和研发中，带来别具一格的上市宣传主

题“年轻由我发光，让Mr.光点亮你”，而推广大使Mr.光正是由新生代人气偶

像——鹿晗倾情演绎。

魅惑倾心， 

资生堂专业美发睫毛滋养精华液闪耀上市
谁不希望拥有一副羽翼般浓密纤长的睫毛，顾盼回眸间，让人一见倾心？

为了变身美睫丽人，你是否经常对你的睫毛“大动干戈”？夹睫毛、涂抹睫毛膏、

贴假睫毛、电烫睫毛，十八般武艺对着柔嫩细软的睫毛变幻“招式”，让睫毛经常处于稀疏脆

弱的受伤状态，更有脱落、断裂的烦恼，导致双眼都变得黯淡无神，只能暗自羡慕他人电力十

足的双眸。睫毛护理，迫在眉“睫”！

资生堂专业美发睫毛滋养精华液闪耀上市。只要有了这支神奇的小银管，这些都不再是

问题！将专业护发技术运用至睫毛护理中，保护脆弱睫毛并重塑健康强韧。无论是假睫毛抑或

是电烫睫毛都可放心使用，只需轻轻涂抹就能成就更纤长、更浓密的睫毛印象，魅惑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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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顶级奢侈品牌阿玛尼40周年
—贵族香水“牡丹凝香”礼献中国

2015年，意大利顶级奢侈品牌阿玛尼40周年诞辰之际，阿

玛尼先生推出了首款以亚洲花园为灵感的高级定制香氛—贵

族香水“牡丹凝香”，3月10日,携手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

拙政园，首次举行全球媒体发布会，以此作为最尊贵的礼物献给

中国。

＊ 拙政园年度首次闭园，只为优雅先行

3月10日，阿玛尼品牌邀请了来自全球的媒体抵达中国苏州，

出席首款以亚洲花园为灵感的高级定制香氛—阿玛尼贵族香水

“牡丹凝香”全球上市媒体发布会，并为全球高端媒体度身定制

了一次私人独享的中国园林之旅，并邀请了知名花旦为在场所有

嘉宾献上经典昆曲《牡丹亭》。苏州园林拙政园作为品牌战略合

作伙伴，年度首次闭园，只为让优雅先行。

＊“牡丹凝香”香调

阿玛尼贵族香水清新系列再添新贵—“牡丹凝香”，首款

以亚洲花园为灵感的高级定制香氛。

精致芬芳、细腻柔美，牡丹的美已持续千年，令人魂牵梦萦。

阿玛尼先生以“牡丹凝香”与这清新撩人的香氛，诠释传奇

牡丹的自然完美，馥郁饱满的花瓣，温暖柔和的触感，融合了无

限情感，令人迷醉其中。

前调的柑橘、粉红胡椒与覆盆子完美糅合，散发出清新微辣

的果香气息。中调，馥郁而精致的牡丹香勾勒出的女性极致之

美，更因五月格拉斯玫瑰纯香与玫瑰精华的加入，让人不禁深陷

其中。琥珀与麝香，在一滴广藿香的勾勒下，温暖气息缱绻于每

一寸肌肤，宛若清晨阳光般温热的尾调，微温心田。

作为一款卓越的私属定制香氛，阿玛尼先生以“牡丹凝

香”，谨献给每一位懂得欣赏贵族香水的精致女性。

法国顶级植物美容品牌Sisley希思黎南京德基广场精品店
—打造纯植物呵护 享肌肤致臻之美 

放眼全球美容界，极少有品牌如Sisley法国希思黎般，流淌着贵族的血液，迄今依然由创

始人家族拥有并经营，每一款美容产品都传承了品牌，并始终秉承突破创新，不计时间与成本

的研发追求极致卓越的精神。作为誉享全球的奢华“植物美容学”先驱，Sisley希思黎历经近

40年的发展，结合尖端保养科技珍萃凝炼成就了一款款“安全、有效、愉悦”的植粹奢护美容臻

品，赢得全球无数明星名媛的青睐与追捧，不断创造美容传奇。 

南京德基广场的Sisley希思黎精品店传承品牌一贯素雅清新的格局，占地105平方米，白

色、绿色的基调渲染出植物芬芳，简约的设计理念、人性化的功能区域分布、考究高雅的装饰，

明净、素雅又不失奢华。专业独立的护肤和彩妆体验专区，为您创造了更具针对性及私密性的

体验空间。在这里，每位顾客不仅能亲身体验Sisley希思黎无与伦比的护肤、彩妆及香氛全系

列产品，专业亲切的美容顾问更与消费者亲密交流，为每位顾客提供定制免费肌肤咨询、当季

护肤要诀和彩妆建议，悉心提供专享的完美护肤彩妆方案，为尊贵的消费者带来无限愉悦的购

物体验及奢华享受。除此以外，独具特色的全国首家Sisley希思黎纯植物香薰护理中心也坐落

于此，让追求卓越生活品质的女性享受独一无二法式奢华植物美容身体护理：全程甄选的法

国Sisley希思黎产品，配合Sisley独家研发的植物芳香精油，融汇传承悠久的专业法式专业按

摩手法，倍乘植物美容功效。资深美容师以及特殊的护理手法，让您享受到最顶级的脸部、身

体、手部护理，修眉以及日间、夜间妆容服务，舒缓身、心、灵的平衡，令您的肌肤宛如穿越时

光、焕然新生，重拾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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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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14年6月 排序 品牌 2013年6月 2014年6月

华北地区

1 欧珀莱 11.0% 11.7% 1 香奈儿 7.4% 10.5%

2 雅诗兰黛 5.2% 6.6% 2 克丽丝汀·迪奥 8.0% 9.2%

3 无添加 7.5% 6.4% 3 美宝莲 10.4% 8.5%

4 兰蔻 4.4% 5.7% 4 雅诗兰黛 4.9% 6.4%

5 欧莱雅 5.6% 4.3% 5 欧珀莱 6.1% 5.9%

6 香奈儿 2.5% 3.7% 6 兰蔻 5.5% 5.2%

7 克丽丝汀·迪奥 3.2% 3.5% 7 玫珂菲 4.1% 4.7%

8 蝶翠诗 2.1% 3.4% 8 欧莱雅 6.8% 4.6%

9 碧欧泉 2.3% 2.9% 9 蜜丝佛陀 3.2% 4.1%

10 植村秀 5.3% 2.9% 10 娇兰 2.1% 2.9%

东北地区

1 欧珀莱 9.5% 12.4% 1 美宝莲 9.7% 9.7%

2 无添加 7.1% 6.8% 2 香奈儿 8.6% 8.9%

3 欧莱雅 7.5% 5.4% 3 克丽丝汀·迪奥 6.2% 8.8%

4 蝶翠诗 2.7% 4.4% 4 欧珀莱 5.5% 6.3%

5 兰蔻 3.5% 4.3% 5 蜜丝佛陀 4.6% 5.5%

6 克丽丝汀·迪奥 2.3% 3.9% 6 欧莱雅 7.1% 5.4%

7 雅诗兰黛 3.6% 3.4% 7 兰蔻 5.1% 4.7%

8 香奈儿 3.9% 3.3% 8 雅诗兰黛 5.2% 3.8%

9 姬芮 2.5% 3.3% 9 贝玲妃 2.9% 3.0%

10 佰草集 3.2% 2.9% 10 娇兰 2.8% 3.0%

华东地区

1 无添加 8.0% 9.1% 1 香奈儿 8.2% 9.7%

2 欧珀莱 10.3% 7.5% 2 美宝莲 10.4% 8.7%

3 雅诗兰黛 4.8% 5.5% 3 克丽丝汀·迪奥 6.3% 8.4%

4 欧莱雅 6.3% 4.9% 4 雅诗兰黛 5.7% 6.3%

5 兰蔻 4.0% 4.8% 5 欧珀莱 3.9% 5.4%

6 蝶翠诗 4.9% 4.7% 6 兰蔻 4.9% 4.9%

7 倩碧 1.7% 4.0% 7 欧莱雅 6.6% 4.8%

8 香奈儿 2.9% 3.4% 8 蜜丝佛陀 3.5% 3.8%

9 佰草集 3.0% 2.7% 9 魅可 3.2% 3.5%

10 科颜氏 1.4% 2.5% 10 贝玲妃 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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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牌

地区
洁肤护肤品 彩妆

排序 品牌 2013年6月 2014年6月 排序 品牌 2013年6月 2014年6月

华北地区

1 佰草集 37.7% 37.5% 1 深蓝·彩妆 30.1% 23.7%

2 自然堂 16.4% 19.5% 2 自然堂 8.4% 18.6%

3 林清轩 12.9% 8.3% 3 毛戈平彩妆 23.8% 14.8%

4 珀莱雅 2.8% 5.9% 4 羽西 14.7% 12.5%

5 高夫 4.4% 4.5% 5 卡姿兰 7.8% 11.7%

6 羽西 4.5% 4.1% 6 珀莱雅 3.0% 5.4%

7 宝琪兰 1.3% 3.2% 7 蓝秀 0.7% 1.8%

8 丸美 3.8% 3.0% 8 兰贵人(靓妃) 1.1% 1.7%

9 兰贵人(靓妃) 1.8% 2.4% 9 顶点色彩 2.0% 1.2%

10 卡姿兰 1.0% 1.7% 10 林清轩 2.3% 1.1%

东北地区

1 佰草集 27.5% 28.7% 1 深蓝·彩妆 46.7% 44.3%

2 自然堂 14.5% 16.3% 2 自然堂 5.2% 16.6%

3 林清轩 9.5% 10.7% 3 羽西 15.5% 10.6%

4 宝琪兰 2.1% 5.7% 4 卡姿兰 10.2% 7.6%

5 珀莱雅 3.3% 5.7% 5 珀莱雅 3.3% 5.9%

6 深蓝.彩妆 5.7% 5.4% 6 高姿 2.0% 2.1%

7 高夫 5.1% 5.3% 7 蓝秀 1.2% 1.6%

8 羽西 8.0% 4.8% 8 兰瑟 0.0% 1.6%

9 丸美 7.6% 4.3% 9 林清轩 3.7% 1.5%

10 京润珍珠 3.3% 2.1% 10 巧迪尚惠 1.5% 1.2%

华东地区

1 佰草集 38.5% 37.9% 1 毛戈平彩妆 52.5% 46.1%

2 自然堂 19.1% 17.8% 2 羽西 17.5% 17.6%

3 林清轩 7.5% 9.3% 3 自然堂 6.9% 11.4%

4 羽西 9.9% 9.1% 4 卡姿兰 7.0% 5.8%

5 高夫 7.0% 7.1% 5 深蓝·彩妆 4.2% 5.5%

6 珀莱雅 2.3% 4.6% 6 珀莱雅 2.0% 4.2%

7 毛戈平彩妆 3.2% 3.1% 7 兰瑟 0.0% 1.9%

8 丸美 2.9% 2.3% 8 郑明明 2.8% 1.9%

9 美肤宝 0.2% 1.9% 9 高姿 0.8% 1.1%

10 郑明明 2.1% 1.2% 10 佰草集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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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肤佳专效护理系列敏感型沐浴露
联合专业皮肤科医生，针对敏感、脆弱肌肤特质，不添加香

料、色素、酒精、防腐剂等刺激成分，更符合纯净、天然的护肤需

求，pH值=水，温和不刺激，低泡清爽，不带走水分；独有有效清

洁保肤+，作用粒子体积更小活性更强，10倍效力对抗脏东西和

污质，提供10全保护长达12小时；适用于各种人群，特别是针对宝

宝脆弱敏感的肌肤，也是不错的选择。

亲爱的读者朋友： 

大家好。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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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茜美水润雪肌舒缓
冰膜

天然植物补水组方精华，

补水因子在肌肤表皮外形成的

“水化膜层”，使细胞间隙的水

量大幅度增加，水润肌肤触手

可及。玫瑰精油等营养成分为

细胞注入营养和活力，帮助舒

缓紧绷、疲惫的肌肤，软化保

湿，延缓衰老，淡化暗黄，提亮

肤色，令肌肤保持细嫩光滑，实

现肌肤真正的健康。



www.chinacosmetic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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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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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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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