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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各类护肤品的单品价格花费

“精华乳和精华液仍然是高端细分

• 国际品牌的差异化形象

中最热门的护肤品类，同时抗衰

• 高端品牌用户的购买习惯和购买原因
• 受欢迎的市场行为

老相关宣称是消费者的主要诉

• 使用高端护肤品的原因

求。中国的女性消费者继续追求

•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特点的兴趣

能满足其对护肤解决方案的高需

过去几年，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高端护肤品市场一直表现强劲。消费者继续追求更

求的产品，并愿意升级购买能提

好的皮肤，并对自己购买的高端护肤品有信心。这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能提供更复

供高阶性能的产品。吸引人的品

杂高阶的护肤解决方案的产品支付更高价格，比如带有抗衰老宣称的面部精华和眼部

牌故事、可被证实的有效性以及

精华。达到更好的功效是消费者使用高端护肤品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提高自信。这表

提供情感价值是提高消费者粘性

明，与其基于折扣和优惠开展营销，品牌不妨侧重于围绕产品的显著功效讲述值得信
赖的故事，并增加情绪价值以赋能女性消费者。

的关键。” – 靳尧婷，研究分析
师

从渠道来看，直播的兴起助力综合性线上购物网站成为关键零售渠道之一，但百货商
场的专柜等线下渠道在满足服务相关需求上仍发挥重要作用。国际高端护肤品牌在打
造专业品牌形象上表现出色，这归功于它们不断升级经典产品以求脱颖而出。专为中
国女性皮肤设计等特质，以及使用无污染的原材料和有机成分等可持续相关宣称是重
要属性。整体而言，英敏特预测中国高端护肤品市场将继续发展，前提是产品能满足
消费者对高性能护肤解决方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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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策略
• 品牌继续升级经典产品
数据10: 推出升级版经典产品的高端品牌，中国，2020年
• 让经典“游戏化”
数据11: 雅诗兰黛推出的Serum Quest游戏平台，美国，2020年
数据12: 海南的免税店，中国，2020年
• 本土品牌通过推广科技含量来塑造高端品牌形象
数据13: 夸迪品牌故事
• 通过产品涂抹方式来提升功效和专业形象
数据14: 介绍产品涂抹方法的品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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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护肤品新品较往年增多
数据15: 面部护肤品类新品的价格定位，中国，2018-2020年
• 高端产品侧重于抗衰老相关宣称
数据16: 高端面部护肤品新品前十名宣称，中国，2020年
• 玫瑰花瓣精华成为热门成分
数据17: 带有玫瑰成分的高端护肤品新品，中国，2020年
• 高端化妆品品牌进军护肤品市场
数据18: Jones Road眼霜和面霜，美国，2021年
数据19: Charlotte Tilbury魔法面霜（Charlotte Tilbury magic
cream），英国，2020年
• 标志性产品的延伸系列
数据20: 馥蕾诗古源修护系列与赫莲娜“绿宝瓶”家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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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更好的功效仍然是使用高端护肤品的首要原因
• 国际品牌拥有专业形象
• 中国消费者寻求专为她们皮肤设计的产品
• 可持续行动是新兴趋势
单品价格花费
• 疫情并未改变对高端护肤品支出习惯
数据21: 单品价格花费，2021年1月
数据12: 单品平均价格花费，2020vs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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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渠道成为重要购物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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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4: 高端护肤品的购买渠道（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数据25: Z世代的香奈儿化妆棉开箱视频
数据26: 高端护肤品的购买渠道类型（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 线下专柜吸引富裕消费者和低线城市居民
数据27: 高端护肤品的购买渠道——百货商场的专柜（按部分人口
统计特征区分），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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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端品牌的原因
• 功效仍然是使用高端护肤品的关键动因
数据28: 使用高端品牌的原因，2020vs2021年
• 对情绪助益的需求随年龄增长
数据29: 使用高端品牌的部分原因（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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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欧莱雅在国际妇女节的营销活动，中国，2020年
• 年轻消费者比年长群体表现出更强的从众性
数据31: 使用高端品牌的部分原因（按年龄区分），2021年1月
品牌印象
• 国际品牌在打造专业品牌形象方面表现突出
数据32: 高端护肤品牌的形象特质，2021年1月
数据33: 资生堂可补充瓶，日本，2020年
• 年轻消费者认为香奈儿和迪奥是时尚的
数据34: 高端护肤品牌的形象特质——香奈儿和迪奥（按年龄区
分），2021年1月
• 而SK-II的营销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
数据35: 高端护肤品牌的形象特质——SK-II（按年龄区分），2021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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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的市场行为
• 适合中国女性肤质是关键
数据36: 有助于增加好感的品牌行为，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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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7: 部分有助于增加好感的品牌行为（按收入区分），2021年1
月

数据38: 感兴趣的高端护肤品牌可持续发展行为，2021年1月
数据39: 兰蔻提供面霜替换芯
• 年轻消费者对“无伤害”有更强烈的感受
数据40: 部分感兴趣的高端护肤品牌可持续发展行为（按年龄区
分），2021年1月
• 有机成分可激发富裕消费者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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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1: 感兴趣的高端护肤品牌可持续发展行为（按个人月收入区
分），2021年1月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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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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