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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线城市的消费者虽然广泛使用线上信息渠道，但是更信
赖“素人”。虽然听说过敏感肌，但是相关认知却仍然模糊
……这是正在追赶一线城市消费者脚步的，“转型期”中的低
线级城市女性消费者现状。为了瞄准她们所能释放的巨大市
场潜力，品牌需要明确这些观念、认知、习惯与一线城市的
差异，更恰当地调整策略，以期进一步争夺下沉市场。”
– 尹昱力，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
•

信任的美妆个护信息渠道
对线上及线下购物渠道的偏好和信任度
护肤流程的机会点
低线级城市女性的护肤知识及成分党现状
护肤品品牌的产地印象及偏好
家用美容仪如何吸引低线级城市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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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市场”、“小镇青年”，这些热词背后是低线级城市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信息爆发、生活态度转变之下所释放着的巨
大消费潜力。在线上信息渠道的使用率和线下渠道平分秋色的美妆个护市场，低线级城市的女性消费者也正在迎头追赶
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步伐，从产品使用、信息来源、购物渠道等多方面与一线城市展现着相近的行为数据。但这背后，仍
有相当的低线级城市消费者保留着一部分先前的习惯和态度，正处于转变进程中。除了用与一线城市相似的“打法”瞄准
那些最先赶上一线城市的低线级城市的精明消费者之外，对品牌而言，这一更大的、处于转变中的“混合型”消费者群体
则展现着更多未来机会——品牌需要了解她们与一线城市消费者在态度上的异同，如更信赖线下信息源和渠道，对信息
更高的“真实度”要求，丰富的护肤流程和需要升级的护肤功效，对护肤热词的错置认知，品牌国籍的有色眼镜，及对美
容科技的期待与接受壁垒等。根据这些讯息及时调整市场策略的品牌，才能更早、更好地触达更多的低线级城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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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6: 常用的美妆个护信息和购物渠道 – 首选，女性，按城市区分，2019年12月
数据 7: 对在线购物相关的访谈节选
用直观的效果展示引导功效升级
数据 8: 面部护肤品的使用，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护肤热词下沉，但释义缺失
数据 9: 对敏感肌护理产品相关访谈节选
国际品牌有机会下沉，国货品牌需要高端化
数据 10: 对各国面部护肤品的偏好，按城市区分，2020年4月
数据 11: 对护肤品品牌认知相关访谈节选
以服务带动销售推进美容仪器接受度
数据 12: 对美容科技和美容仪器美容服务的态度，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数据 13: 对美容仪相关访谈节选
我们的观点

中国低线城市简介
低线城市人口规模与消费能力
三线或以下城市消费规模的扩大和占比的升高
数据14: 城市人口及消费规模（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末
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实力的增长
数据15: 人均工资vs人均消费品零售额（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
消费者人口结构概览
不同线级城市间教育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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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被访者受教育水平，2017-2020年6月
数据17: 汽车拥有情况、健身房会员拥有率（按城市线级区分），2017-2020年6月
疫情以来的消费信心
数据18: 各产业占GDP比重（按城市线级区分），2018年全年
数据19: 财务状况的变化，回答‘变好了’的百分比（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4-11月
数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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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11月

消费者丰富的信息渠道渗透下的低线城市
定量数据：线上渠道触达已趋近一线城市
数据 21: 皮肤护理知识信息来源，按城市区分，2020年4月
数据 22: 了解皮肤抗衰老信息的渠道，按城市区分，2020年2月
数据 23: 了解新的护肤品牌和趋势的渠道，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平台更多只是信息的印证，转化还不高
数据 24: 对线上了解美妆信息相关访谈节选
定性分析：会根据熟人推荐关注博主
数据 25: 对KOL关注原因相关的访谈节选
定性分析：对广告坦然，却对植入警觉且挑剔
数据 26: 对广告的态度相关的访谈节选
数据 27: 对素人信息和“真实度”相关的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撬动素人测评代替植入推广
数据 28: 官方账号传播用户测评内容的示例，中国，2020
在进行沟通时引入素人化的媒介

线上购物无法替代实体渠道
广泛存在的假货担忧限制着电商扩张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29: 常用的美妆个护信息和购物渠道 – 首选，女性，按城市区分，2019年12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30: 对在线购物相关的访谈节选
直播/短视频带货的即时转化力有限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31: 常用的美妆个护网上购物渠道 – 任何排序1-3，女性，按城市区分，2019年12月
数据 32: 直播/短视频的美妆个护购买行为，按城市区分，2019年12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33: 对不在短视频/直播购买美妆个护产品相关的访谈节选
数据 34: 对在短视频/直播购买美妆个护产品相关的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降低美妆个护产品网购的试错成本
数据 35: 线上申领及购买试用装的相关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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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渠道对于美妆个护市场仍有相当的重要性
电商仍需要通过线下带动渠道信任
数据 36: 调色师的网红打卡墙——彩虹美妆蛋墙示例

功效导向的产品选择
护肤流程追随高线级城市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相似？
数据 37: 面部护肤品的使用，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38: 对护肤流程相关的访谈节选
数据 39: 对偶尔精简护肤流程相关的访谈节选
有功效升级的潜力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相似？
数据 40: 购买面部护肤品时的考虑因素，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数据 41: 皮肤问题，三线或以下城市，按年龄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42: 对护肤流程功效宣城相关的访谈节选
数据 43: 对最离不开的护肤品相关的访谈节选
数据 44: 对多品牌产品使用相关的访谈节选
需要直观的功效展示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45: 对快速解决皮肤问题的态度，按城市区分，2020年4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46: 对功效证明相关的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功效升级优先于插入更多细分产品
用更直观的方式表述功效
数据 47: 直观展示皮肤状态改善情况的示例，中国，2020

低线级城市的护肤知识
知识缺位导致对敏感肌的定义两极化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48: 肤质，女性，按城市区分，2020年6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49: 对敏感肌信息相关访谈节选
数据 50: 对敏感肌护理产品相关访谈节选
对成分的追寻也呈阶梯分布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相似？
数据 51: 天然和化合成分的对比 – 选择“天然提取的成分（如椰子油、蜂蜜、绿茶等）”，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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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52: 对产品气味相关访谈节选
数据 53: 对关注成分党博主相关访谈节选
数据 54: 对功效成分认知相关访谈节选
线下专家更具说服力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55: 与美容顾问/品牌代购交流渠道的偏好，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56: 对敏感肌产品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各类热词的认知亟待修正
用科技感加成线下渠道的专业性
数据 57: 肌肤管家皮肤诊断设备示例 ，中国，2020
明示功效与成分的关系
数据 58: 将成分与功效对应的示例，中国，2020

护肤品品牌的产地
护肤品品牌的产地“滤镜
滤镜”明显
明显
进口品牌仍有空间的低线级城市格局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59: 对各国面部护肤品的偏好，按城市区分，2020年4月
数据 60: 购买中国品牌的原因，按城市区分，2020年4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61: 对护肤品品牌认知相关访谈节选
数据 62: 对日韩护肤品品牌认知相关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国际品牌下沉的好时机
摘掉民族自豪滤镜，国货需要直面功效导向的消费者
数据 63: 对常用国货产品原因相关的访谈节选 及示例

美容科技的扩张需要转换思路
更少使用美容仪器但信任美容科技
定量数据揭示了什么不同？
数据 64: 美容仪器的使用情况，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数据 65: 对美容科技和美容仪器美容服务的态度，按城市区分，2020年8月
定性分析给出了什么解释？
数据 66: 对美容仪相关访谈节选
定性分析：服务带动销售的商业模式与美容院产生竞争
数据 67: 对美容院相关访谈节选
数据 68: 对美容院相关访谈节选
这对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
美容仪器需要用服务帮消费者克服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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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69: 美容仪附带APP进行皮肤测试和使用记录功能的示例

附录
附录——缩写
缩写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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