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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美容学问的积累体现在对肤质适合度的追求

“大量新的美容概念和美容个护产

• 通过亮色系妆容和风格提升日常精神状态

品正在不断刷新低线城市消费者

• 留香型个护产品满足对“日常感”香氛的期待
• 长期补充美容成分以实现由内而外的保养效果
• 新概念形态创新帮助消费者“进阶”护肤习惯
低线城市消费者对于新的美容概念和美容个护产品有了更多的接触，并享受摸索学习
的过程，从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美容知识储备。他们会结合对自己肤质的了解，去积极
尝试新产品，试图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美容个护产品。
除了产品成分和功效性，他们也开始关注美容个护产品在质地、颜色、香味和形态包
装上的差异化特征。在选购产品的过程中，这些因素能帮助他们判断这款产品是否符
合自己的需求、风格和审美。
对低线城市消费者来说，美容个护产品可以带来的不仅是外在形象的提升，更能让他

在美容美妆方面的认知。除了成
分和功效，他们开始更多注意到
产品质地、香型、色彩效果和形
态创新所能带来的新奇体验，并
容易为之所吸引。美容个护品牌
可以通过创建形象的产品昵称、
扩大产品和服务的结合，来提高
品牌的曝光度。”
– 邵愉茜，研究分析师

们拥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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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2: 尝试新概念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数据 13: 对产品形态/质地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我们的观点
中国低线城市简介
• 消费信心回升快，消费承受能力加速
数据14: 对未来财务状况信心，非常有信心-比较有信心（按城市线
级区分），2020-2021年
数据15: 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相关的专家访谈语录，2021年
• 性价比意识强烈，促销影响力大
数据16: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2021年
数据17: 对物价变化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数据18: 消费习惯相关的专家访谈语录，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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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9: 本土高端化品牌与国外品牌的形象对比（按城市线级区
分），2020年
数据20: 品牌选择相关的专家访谈语录，2021年
• 视频直播带货向“品效合一”转变
数据21: 对直播买货的态度，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按城市线级区
分），2020年
数据22: 直播带货相关的专家访谈语录，2021年
• 对皮肤保养的投入持续升温
数据23: 改善皮肤的方法（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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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4: 护肤美妆产品选择的变化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更注重通过质地和使用感受来“意会”适合与否
数据 25: 美妆护肤产品质地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专业机构和专业博主的背书得到年轻消费者的信任
数据 26: 增加可信度的因素（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借助质地“昵称”和专业背景来沟通产品功效
数据 27: COLOURPOP土豆泥高光和悦慕心情羊绒卸妆膏，2021
年
数据 28: 玉泽皮肤屏障修护系列，2021年
色彩和风格的偏好：通过化妆和着装提升精神状态
• “提亮”是一种时髦和出挑的表现
数据 29: 色彩偏好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追求舒适大方的整体形象
数据 30: 风格偏好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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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自然唇色大趋势和亮色系心态
数据 31: 使用唇部彩妆的变化（按年龄区分），2021年
• 美妆产品的沟通重点在于自信气场
数据 32: 完美日记成为中国体操队官方合作伙伴，2021年
数据 33: 稚优泉液体眼影，2021年
香味的接受度和选择：留香型的“日常感”香氛
• 对留香型个护产品的期待等同于入门级香水
数据 34: 香水和个护产品香味选择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护肤彩妆产品的香味带来成分安全和香味抵触的顾虑
数据 35: 护肤彩妆产品香味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低线城市年轻消费者享受香水的“可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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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36: 购买香水的关注因素（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年轻消费者对面部护肤品的香味更敏感
数据 37: 面部护肤品的购买因素（按年龄区分），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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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氛产品的品类延申与香味“新玩法”
数据 38: 歌露白漱口水，2021年
数据 39: 麦咖啡x多芬咖啡泡泡联名，2021年
对美容成分和功效的理解：慢速调理与快速介入
• 内服美容产品在于长期调理
数据 40: 内服保健品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美容保健品对整体身体机能也有益处
数据 41: 对保健品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20年
• 轻医美服务口碑尚未建立
数据 42: 医美服务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数据 43: 低线城市的医美店铺和广告，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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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美效果对30-39岁消费者最有吸引力
数据 44: 想要尝试医美的原因（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有效成分的休闲食品跨界促成“有颜有品”
数据 45: 自然堂与乐乐茶的跨界联名，2019年
• 护肤彩妆品牌涉足线下美容保养服务
数据 46: 低线城市护肤品专柜的美容服务，2021年
对品牌产品创新的态度：新概念形态创新是小众突破口
• 找到新品类突破口的小众品牌大有机会
数据 47: 尝试新品牌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新概念的形态创新足够吸引“一次性顾客”
数据 48: 尝试新概念的相关访谈节选，2021年
• 便携性和肤感变化带给年轻消费者新奇的护肤体验
数据 49: 对产品形态/质地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
• 通过形态创新帮助消费者“进阶”护肤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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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0: 毕生之研早C晚A眼霜，2021年
数据 51: 芙芙泥膜两部曲，2021年
数据 52: 黑龙江齐齐哈尔实体店的美容产品陈列，2021年
附录
• 缩写
• 被访者照片
• 被访者1：女，33岁，山西晋城
• 被访者2：女，28岁，山东聊城
• 被访者3：女，29岁，安徽蚌埠
• 被访者4：女，39岁，江西吉安
• 被访者5：女，34岁，湖北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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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访者6：女，25岁，河南驻马店
• 被访者7：女，25岁，陕西宝鸡
• 被访者8：女，33岁，广东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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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访者9：女，26岁，黑龙江齐齐哈尔
• 被访者10：女，38岁，云南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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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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