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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年轻消费者在各个美容品类的产品使用情况

“美妆产品需要通过产品设计细

• 年轻消费者未来12个月对美妆产品的购买计划

节，进一步回应年轻消费者的情

• 年轻消费者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
• 消费者参与品牌营销与产品研发的兴趣
•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与行为
年轻消费者对美容的参与度颇高，但由于预算有限，他们在不同美容品类中花费的优
先级有所不同。相比于25-39岁人群，18-24岁女性的面部护肤流程仍相对简单，但她

感需求。从沐浴到化妆，美容流
程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愉悦时
刻，美容品牌应建立起其产品与
各种情绪之间的关联，以寻求与

们更倾向于使用面膜作为额外护理。彩妆是年轻消费者较为关注的领域，他们对于粉

消费者产生共鸣。同时，年轻消

底液、唇釉/唇彩等特定的产品形态颇为青睐。年轻消费者同样关注洗发护发，他们会

费者需要更经济实惠、更灵活的

选择使用免洗型护发精油/精华，而口腔护理对他们来说优先级较低。在洗浴和身体护

解决方案，满足其试用产品与便

理品类，年轻消费者正积极探索身体磨砂等新的产品形态，他们也更倾向于使用起
泡、搓洗工具等来提升淋浴体验。

携使用的需求。”
——李玉梅，研究副总监
李玉梅，研究副总监

年轻消费者正建立自己的美容流程，他们有着强烈的品牌转换意愿，特别是在相同价
位的品牌间转换。例如，18-24岁消费者中，有25%的人计划在未来12个月购买同价位
其他品牌的洗发护发产品（vs 平均21%）。这说明年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整体较
低，美妆品牌要留住他们更具挑战性。同时，这也说明美妆品牌可以借机提供更经济
实惠、更灵活的解决方案，让年轻消费者能够低负担试用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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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 未来12个月对外貌的提升（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探索新品牌的欲望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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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区分），2021年
• 完美日记在18-24岁消费者中受欢迎度排名第二
数据3: 最喜欢的前十个美妆品牌（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参与营销活动的兴趣不及产品试用
数据4: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按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5: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提前买到未上市的新品（按
性别区分），2021年
• 愉悦独特的品牌体验对年轻消费者颇具吸引力
数据6: 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按年龄区分），2021年
• 生日是关键的送礼场合，25-39岁人群还倾向于在中国传统节日送
礼
数据7: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消费者会咨询他人送礼意见，而礼盒装并非必要
数据8: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行为——女性（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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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与洞察
• 美容为日常生活带来“小确幸”
数据9: 三谷和chillmore的包装设计示例，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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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美妆”推动产品试新，迎合便携需求
数据11: 小包装面膜与香水产品示例，中国，2021年
数据12: 便携式美妆新品示例，日本和泰国，2021年

数据13: 染唇液与唇泥新品示例，中国，2021年
数据14: 花知晓包装设计示例，中国，2021年
数据15: 霓恪爱的环保纯净宣称示例，中国，2021年
• 新品牌让个人护理品类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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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是否的淋浴产品示例，中国，2020-2021年
数据17: 普拉斯兔定制洗发水，中国，2021年
消费者
年轻消费者在关键美容及个人护理品类的产品使用情况
• 面部护肤品
数据18: 过去6个月内使用过的面部护肤品，女性（按年龄区分），
2021年
• 彩妆产品
数据19: 过去6个月内使用过的面部彩妆产品，女性（按年龄区
分），2021年
数据20: 过去6个月内使用过的眼部和眉部彩妆产品，女性（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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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区分），2021年
数据21: 过去6个月购买过的唇部彩妆产品——女性（按年龄区
分），2021年
• 洗发护发产品
数据22: 过去6个月使用过的洗发护发产品，女性（按年龄区
分），2021年
• 口腔护理用品
数据23: 目前正在使用口腔护理产品的情况（按年龄区分），2021
年
• 洗手洗浴用品
数据24: 过去6个月内用过的洗手洗浴产品（按年龄区分），2021
年
• 身体护理用品
数据25: 过去6个月内使用过的身体护理产品（按年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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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对外貌的提升
• 消费者在整体上提升外貌
数据26: 未来12个月对外貌的提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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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美尚非普遍选择，但已比肩美容仪器的热度
• 女性对提升外貌更热衷，且尤其注重面部护肤
数据27: 未来12个月对外貌的提升（按性别区分），2021年
• 身材是年轻消费者的优先考量
数据28: 未来12个月对外貌的提升（按年龄区分），2021年

数据29: 对美妆个护产品的购买计划，2021年
• 面部护肤品有更高的品牌忠诚度与消费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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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对美妆个护产品的购买计划——购买同样品牌或购买不同
品牌，2021年
数据31: 对美妆个护产品的购买计划——“花得更多”、“花得更少”和
“差不多”，2021年
• 高达48%的女性未来12个月不打算买新彩妆
数据32: 对彩妆的购买计划，女性，2021年
• 年轻消费者探索新品牌的欲望强烈
数据33: 对美妆个护产品的购买计划——“购买同价位的其他品
牌”（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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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美妆品牌
• 中国消费者仍青睐知名美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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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4: 最喜欢的美妆品牌——词云，2021年
数据35: 最喜欢的前十个美妆品牌，2021年
• 完美日记在18-24岁消费者中受欢迎度排名第二
数据36: 最喜欢的前十个美妆品牌（按年龄区分），2021年
• 约有五分之一的消费者没有最喜欢的美妆品牌
数据37: 最喜欢的美妆品牌——“我没有最喜欢的美妆品牌”，2021
年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
• 产品试用比参加营销活动更具吸引力
数据38: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2021年
• 消费者乐于向别人推荐产品以获得奖励
• 男性与女性在产品尝新上态度截然不同
数据39: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提前买到未上市的新品（按
性别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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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岁人群最积极参与美妆品牌活动
数据40: 参与品牌活动/服务的兴趣（按年龄区分），2021年
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
• 潮流/时尚成为美妆产品的重要特征
数据41: 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2021年
• 女性对美妆产品有更多情感需求
数据42: 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按性别区分），2021年
• 年轻消费者期待开心、独特与惊喜体验
数据43: 对美妆产品的情感需求（按年龄区分），2021年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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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是关键送礼场合
数据44: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2021年
• 男性更有可能为伴侣购买美妆礼物，女性则鲜少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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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5: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按性别区分），2021年
• 25-39岁消费者最有可能购买礼物
数据46: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场合（按年龄区分），2021年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行为
• 提前咨询颇重要，礼盒装非必要
数据47: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行为，2021年
数据48: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行为（按性别区分），2021年
数据49: 购买美妆产品送礼的行为——女性（按年龄区分），2021
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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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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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