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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2025

30%  
美国女性表示有兴趣尝
试带有综合诊断工具的

面部护肤品

28%  
的16-24岁的法国消费者有兴
趣使用免水香皂和洗浴用品

 72%  
中国面部护肤品使用者
想通过提高睡眠质量来

改善皮肤

57%  

美国个人护理品消费者
购买天然有机的个人护
肤品，因为它们没有不必
要的成分或化学物质。

美容与个人护理品
48% 

英国防晒品使用者有兴趣使用监
测皮肤或痣变化情况的手机应用



放眼未来，人类和科技设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水成为一种保护性的资源，能量不足成
为现实的难题，而天然成分将成为市场主角，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容品牌应该如何创新才能
保持竞争力？

在此，英敏特揭示必定影响未来十年全球美容
和个人护理品行业的四大趋势，讨论消费者和
品牌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变动，这种动态关系不
仅将促使美容行业演化，还将前所未有地将其
颠覆。

趋势 2025
美容与个人护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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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容行
业的利器

 

创新观点
消费洞察
市场拓展
趋势预测

免费预约产品演示，成为我们
3,000多美容品牌客户的一员，探

索市场的下一步走向

更加注重自身监测

智能科技让人们可以
更好地控制个人健康
和美容需求，人类和科
技设备之间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

水: 新的奢侈品

由于供不应求，水必定
会成为一种贵重商品。
消费者的这种意识越
强烈，美容品牌就越需
要改变产品的生产方
式和配方，以减少他们
对水的依赖。

能量博弈

现代生活节奏快，消费
者面临精力不足的危
机。为解决精力不足的
问题，消费者需要长期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些美
容品牌推出以能量宣称
为主要卖点的产品。

内在的个性发展

俗话说：“内在才是最
重要的。”人们对天然
成分的兴趣愈发强烈，
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挽
起袖子参与制作美容
产品。

02 0604 08

http://china.mintel.com/meironghuli?utm_source=BeautyTrend25cn&utm_medium=PDF&utm_term=PBC&utm_campaign=BeautyTrend25cn


02 03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和
美容产品，整个家就像一个实验
室。浴室镜子自动评估消费者的
皮肤和头发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按需响应的DNA分析器解释产
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效果，
智能设备完美搭配各类成分，
生成最合适的产品形式然后通
过淋浴头喷出，高分辨率扫描仪
和3D打印机帮助用户监测一段
时间以后的效果。这种浴室实验
室快要成为现实了，比人们想象
中的要快，这归功于增强现实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诊断设备、监
测设备和定制配方的不断发展。

可穿戴科技流行开来，消费者因
此可窥视身体的内在情况，这是
前所未有的事情。英敏特消费者
调查显示18%的中国消费者拥
有可穿戴设备，高于2014年的
13%。另外，近半(48%)英国防晒
产品使用者有兴趣使用监测皮
肤或痣变化情况的手机应用。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熟悉地使用
科技来监测自己的健康和身体，
他们也在寻找提供类似功能的
产品和设备的美容品牌 。实际
上，30%的美国女性表示有兴趣
尝试带有综合诊断工具的面部
护肤品。

随着这种需求一再强烈，精密的
DNA分析器将诞生，帮助评估用
户的身体年龄，然后让用户和生
产商共同协作，以推迟或修复时
间造成的衰老痕迹。与之相互补
充的还有高分辨率成像系统，它
扫描皮肤然后打印出3D的图像
模型，让消费者触摸查看皮肤的
质感。此后，咨询顾问可鼓励消
费者定期来店铺获取最新的图
像模型，让他们见证产品是否有
效，例如皱纹减少，毛孔变小等
方面。

未来，美容设备将一些东西植入
皮肤下面，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地
为肌肤补水、滋养和保护。此外，
技术进步还将使这些机器从实
验室走向零售市场，帮助改善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对于曾经体验
过类似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来
说，格外如此：64%购买奢侈品
的中国消费者对门店内的互动
或数字体验感兴趣，例如虚拟
镜、虚拟现实头罩和互动显示
屏。在英国，13%的在沙龙护理
过头发或使用过相关服务的消
费者——这一数字在16-24岁的
女性消费者中上升到23%——有
兴趣使用智能镜面虚拟他们想
要的发型或染发效果，然后再按
预约的时间去沙龙美发。

增强现实技术的新品开发将带
来新一代的虚拟镜面和虚拟礼
宾服务。丝芙兰在巴黎Rue de 
Rivoli购物区的小型Flash 3.0门
店概念就有点这个意味。门店里
的迷你机器人欢迎购物者进店，
消费者可使用货架上的浏览器
或数字产品目录，把选择的产品
下载到虚拟的购物篮中，通过近
距离无线通讯技术(NFC)刷卡支
付，然后就可以提走产品或把产
品快递回家了。而同时， 化妆品
订阅服务平台Birchbox一步深
化与谷歌Cardboard的合作，推
出附带精选美容品盒子的虚拟
现实眼罩。

在未来的十年里，消费者将越来
越依赖技术来管理健康和美容，
而品牌将成为这种奇妙之旅的
领路人。零售商必须确保店内的
智能科技设备对顾客有实际的
用途，而非只是一个创意摆设
品。而且，由于新技术能让消费
者监测美容产品的后续影响，品
牌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来确保产
品效果。

 化妆品订阅服务平台Birchbox，谷歌Card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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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估
计，如果按照当前的使用速度，
到2025年，全球将有三分之二的
人口面临水资源缺乏的危机。未
来水将成为一种保护性资源，泡
泡浴和草坪撒水器将成为难以
想象的奢侈品，全球人类都只能
定量配给水资源。

消费者的这种意识开始觉醒，保
护水资源早已成为他们想做的
事情。在英国，三分之一(33%)
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节约水或
能源的室内装置多花钱，27%的
人则缩短沐浴的时间。另外还有
27%的英国消费者减少使用的
水量或使用回收水。

消费者自己节约用水，当然也期
望品牌能这样做。一些品牌也已

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原本水
在美容产品界是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而新的配方要求几乎不含
水或没有多余的水。

目前，洁面粉和面部护理粉只需
要加入一丁点水就能变成浓稠
的乳霜状或泡沫状。另外，我们
还看到了许多节约水资源的解
决方案，例如湿巾、免水洗发露、
免冲洗沐浴露和替代牙膏的产
品形式。

但下一代的产品将完全不需要
水也能使用。英敏特消费者调查
发现了此类产品的吸引力，尤其
对年轻人群而言。

在英国，13%的消费者表示有兴
趣尝试免水香皂、洗浴和沐浴产

品，这一数字在16-24岁人群中
上升到四分之一(24%)。在法国，
这一需求更加强烈，15%的消费
者表示有兴趣使用此类产品，这
一数字在16-24岁人群中上升至
28%。 

人们还越来越对能够替代水且
不加重现有资源负担的东西感
兴趣，我们将会看到品牌四处搜
寻这些替代资源以保持竞争优
势。这些产品可采用环保和独家
资源的定位。

品牌将不仅需要从各个海洋、湖
泊、环礁湖和冰川获取水源，还
要翻山越岭收集雾水以凝炼最
纯净的水滴。植物中的水也将扮
演重要的角色，它从传统的健康
饮料进入美容产品，而且由于植

物覆盖的地域十分广袤，这类水
将成为能力超群的解决方案。

在水的问题上，品牌还需要注重
生产的透明性，习惯怀疑的消费
者想精确地评估他们对水的使
用习惯。 

所以，原产地重要，生产地也重
要，品牌需要详细的说明产品是
在哪里生产的，当地的水供应是

充足还是勉强支撑，生产方法是
否节约水，是否使用回收水。 

年轻消费者将成为推动市场未
来创新的主要人群。品牌可利用
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改变
世界的渴望，推出明确声称解决
水资源缺乏问题的产品。

品牌将越来越需要帮助消费者
控制水的使用，培养更好的用水

习惯，开发定量的水用完了就会
自动关闭的设备或者提醒消费
者用水时间长短的机器。信息透
明是关键。让消费者容易获取用
水方面的信息将让他们对产品
充满期待。

Nebia 沐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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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节奏加快让消费者力
不从心，精力不足正成为许多人
的一个重要问题，疲惫感挥之不
去。消费者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积极寻求改变。在未来十年，
我们将看到双管齐下的解决方
式，消费者既明显地改变生活方
式来解决精力不足的问题，同时
也寻找让他们提神的以促进能
量水平为核心的产品配方。

英敏特消费者调查显示，近五分
之四(79%)的英国成人表示讨厌
精力不足的感觉。 而在美国，疲

劳成为排名第二的健康问题，共
有28%的美国消费者这样认为。

首先，一些消费者采取更全面的
措施，从而实现整体的健康。他
们不会一一单独地解决某一具
体问题，而是追求整体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在中国，面部护肤品使用者认为
生活方式、健身和皮肤状况有明
显的联系，72%的人想通过提高
睡眠质量来改善皮肤状况。 64%
想要更均衡的饮食，59%想更多

地锻炼身体。睡眠、锻炼和饮食也
是巴西人首要的健康问题，74%
的巴西成年人表示睡眠是影响健
康生活的三大要素之一，选择锻
炼身体和均衡饮食的人数分别占
比49%和46%。超过三分之一的
美国男性表示他们2015年比去
年更加注意锻炼身体。

其次，消费者将更多地寻求能与
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互补
的产品。事实上，在美容与个人
护理市场中，“能量/活力”宣称
越来越多。

根据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
(GNPD)，从2015年1月到2015年
10月，使用“能量/活力”宣称的
面部护肤品在全球新品中占比
12%，高于2014年的10.5%，同
期，提到促进能量/活力的眼部
护理品在全球新品中的占比从
13%上升到15%。与此同时，使
用“能量/活力”宣称的洗发水从
2.7%上升到3.2%。

T这表明品牌以后将有更大的
机会，包括配方商 。提高能量/
促进活力的产品，尤其是护肤

品和洗发护发产品，都已经步
入正轨了。 市场已经准备好
迎接更大胆的宣称 。RoC公司
ProSublime抗衰老眼部修颜精
华（ProSublime Anti-Age Eye 
Perfecting Serum）使用独家专
利的E-Pulse技术，通过电刺激
激发皮肤自身的修复系统，而
嘉娜宝（Kanebo）采用高级能
量充满技术（Advanced Energy 
Charge Technology），促进细胞
活力，促进皮肤再生。类似的宣
称还出现在洗发护发产品中，品
牌通过激发细胞活力来改善发

质和延长头发寿命。新一代的彩
妆也将兴起，它们提高皮肤的能
量水平，让面部充满活力。

消费者希望改善整体的健康状
况。所以，未来美容品牌将需要
和食品、饮料和休闲品牌联手，
共同开发成分和宣称互补的健
康生活产品系列。“能量/活力有
效性”宣称在未来十年将十分关
键。品牌将需要明确地说明他们
的产品将如何让消费者的能量
水平得到提升。

面部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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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个人护理品，因为它们没有
不必要的成分或化学物质。 另
外，近半(48%)意大利和西班牙
消费者因认为天然和有机的个
人护理品对健康更好而购买此
类产品。

人们对天然成分态度的变化是
一剂催化剂， 诱发了“厨房美容
品”的兴起——这类产品在厨房
的桌上做成，却依然体现出人们
对最新化妆潮流的理解——人们
渴望掌控自己美容品的心理也
是一个推动因素。

2014年，视频博主Michelle Phan
在YouTube上讲解在家自制面膜
和磨砂膏的教学视频吸引了300
万次浏览，这说明超级多的消费
者已经在寻找在家自制美容品
的“秘笈”。随着消费者开始自己
在家用厨具和日常食材“制作”
美容品，我们还将看到传统的美
容和个人护理方法成为主流。

这并不意味着品牌无法吸引这
些消费者，但品牌需要转变重心
强调手工制作的流程，同时也要
为消费者“打下手”，节约他们收
集原材料的时间，让在家自制美
容品更加轻松。

这也启发美容零售商模仿超市
摆上天然冻干原材料的货柜，消
费者可选择商品回家制作成品，
调和出不同的质地和香味，做出
早上清新提神晚上镇静护理的
各类美容品。

品 牌 已 经 开 始 注 意 到 这 一 点
了。Body Deli和Skin & Tonic等公
司使用批量生产的方法，尽量减
少加工过程，确保原料最大程度
地新鲜。从生产商的角度来看，新
鲜配方凝集维生素和营养素且
不能添加防腐剂，需要在很短的
时间内生产然后放入冰箱中储
藏以维持效能和新鲜度，同时，也
向消费者提供即时拥有的快感。

毫无疑问，我们将看到一些品牌
从食品公司的餐包中获得启发，
把订阅美容盒的模式推向更高
的发展层次。消费者将收到完整
的原料包或分开的半成品，只要
混合起来就能得到成品。

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美容
品牌与家居用品品牌携手合作，
推出具有美容品牌认可的厨具
和收纳用品。美容零售商将提供
教学课程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他
们的产品。随着追求更加天然的
生活的兴趣日益高涨，消费者将
发现他们其实正亲身参与美容
和个人护理品的生产过程，以此
确保生产的透明性。

美容产品从实验室中走出，进入
消费者的厨房。人们对天然成分
的注重将启发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在品牌的帮助下挽起袖子在
家自制美容品。

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然美容品越
来越受到关注，其重要性仍将
继续。 事实上，英敏特的消费者
调查发现一半(50%)英国男性
相信蕴含天然成分的面部护肤

品对皮肤更好。总体而言，42%
的英国个人护理品消费者购买
天然和有机的产品，因为他们认
为这类产品对环境更好 。在美
国，57%的消费者购买天然和有

Skin & 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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