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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流程愈发复杂，美妆意见领袖的影
响力也愈发分散。传统的意见领袖营销对提升品牌知名度和
销售仍十分重要，但围绕真实性和多元化的问题或预示着未
来挑战。要想消除疑虑，美妆广告可以启用更多真实消费
者，利用口碑效应和熟人营销的影响力；美妆品牌也可以打
造自己的意见领袖，代表品牌个性。”
– 李玉梅，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

消费者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和信任程度
消费者最看重的产品信息
让消费者想要关注的美妆博主特质
消费者对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印象
消费者与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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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国消费者依靠线上渠道了解美妆。美妆品牌（如官网、官方微信/微博账号等）、购物网站和美妆博主是最热门
的美妆信息渠道，而咨询化妆店店员的消费者较少。
但是，最受欢迎的渠道并不一定是最受信任的。消费者往往对于购物网站和美妆博主提供的信息更有所怀疑，而朋友/家
人最受信赖，这凸显了熟人营销的力量。
对品牌而言，好消息是美妆品牌是第二受信赖的美妆信息渠道，仅次于朋友/家人。总体来说，消费者对美妆品牌这一信
息渠道有着正面印象，认为其有道德、公正客观、专业，且能引领美妆趋势。美妆品牌可以利用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积极
形象，成为消费者眼中平易近人的美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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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5: 雅诗兰黛Double Wear持妆粉底液广告中的张伟丽，中国，2020
数据16: 巴黎欧莱雅国际妇女节营销中的狮酱Liooon，中国，2020年
消费者想要向专业人士学习

消费者
消费者——关键要点
关键要点
消费者在品牌和零售商处寻求美妆资讯
真实消费者的使用评价最为重要
专业、独特、真实是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
美妆博主对消费者购买有巨大影响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
消费者依靠线上渠道了解美妆
数据17: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2020年10月
男性很少几乎不关注美妆信息
数据18: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按性别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19: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男性（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0月
数据20: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女性（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0月
年轻女性依靠多重渠道
数据21: 获取美妆信息的渠道——女性（按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
最受欢迎的渠道并不一定最受信任
数据22: 对美妆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2020年10月
年轻消费者最多疑
数据23: 对美妆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按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高收入者尤其信任朋友/家人和美妆品牌
数据24: 对美妆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10月

最重要的产品信息
证明产品效果始终是关键
数据25: 最重要的美妆产品信息，2020年10月
瞄准参与度高的男性
数据26: 最重要的美妆产品信息（按性别区分），2020年10月
帮助年轻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数据27: 最重要的美妆产品信息，2020年10月
品牌故事在专业渠道举足轻重
数据28: 最重要的美妆产品信息（按信息渠道区分），2020年10月

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
消费者要求美妆博主专业、独特且真实
数据29: 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2020年10月
男性寻求与美妆博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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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按性别区分），2020年10月
年龄不同，重点不同
数据31: 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按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人气助推信任
数据32: 美妆博主最重要的特质（按对美妆博主的信任区分），2020年10月

对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印象
美妆品牌有道德且公正客观，但美妆博主更吸引人
数据33: 对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印象，2020年10月
年长消费者更有可能与美妆博主互动
数据34: 对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印象——吸引我进行互动，2020年10月
充分的产品信息推动消费者与美妆博主互动
数据35: 关于美妆产品最重要的信息，（按对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印象——吸引我进行互动区分），2020年10月

与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互动
寻求信息，但很少给反馈
数据36: 与美妆品牌和美妆博主的互动频率，2020年10月
低线城市消费者购买前需要更多信息
数据37: 在购买前去网上搜索美妆产品测评和推荐或咨询美妆品牌代表的频率——经常，2020年10月
30-39岁消费者最有可能受到美妆博主影响……
数据38: 与美妆博主的互动频率——经常（按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也愿意分享
数据39: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美妆产品使用体验或给出反馈的频率——经常（按年龄区分），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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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消费者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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