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敏特美容与个人护理资讯平台专业分析师为您提
供亚太美容市场最新调查、创新和趋势精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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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美
当今社会鼓励人们锻炼身体和头脑，
美容品牌也研制相应的产品，满足人
们对健康和健身的需求。

的中国面部护肤品
使用者准备增加运
动量来改善肌肤。

缓解压力
消费者希望能随时随地快速逃离一下压
力然后重新恢复元气，品牌则尽其所能
满足人们“放松自我”的需求。

的印度消费者认为健
康生活方式之所以很
重要是因为这样能让
他们减轻压力

美容生物钟
消费者被鼓励持续监测管理他们自己的健
康及运动状态，美容公司开发顺应人体生
物钟的产品。

的韩国消费者白
天和晚上使用不
同的护肤品

回归本原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简单主义，品牌则通过
简化配方，只使用基础成分或人们熟悉的
成分，或者使用传统及经典产品形式，直
接回应这种消费诉求。

的澳大利亚消费
者愿意为当地生
产或种植的产品
支付较多

Tarte运动面霜
无油清爽配方滋
润肌肤一整天

强生美肌悠然
舒缓沐浴乳全
方位护肤舒缓

Stop The 
Water While 
Using Me! 
沐浴露鼓励人
们节约用水

Anti Shock 
免洗防晒霜 

Beiersdorf一次性
便捷式止汗胶囊

Allies of Skin  
全天日间面膜，
便携式包装 

2017美容与个
人护理趋势
英敏特已发布了或将对今年美容与个人护理市场产生深
远影响的四个重要趋势，并分析了这些趋势对消费者、品
牌、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意义。以下为现场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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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吸引男性消费者的3种方式
注重彩妆 

 
男士化妆品 –包括眉笔和BB霜 –开始出现在亚
洲市场并非常吸引千禧一代。品牌可丰富产品

线，推出修饰轮廓的阴影和自然色系等产品，通过立
体自然的彩色妆容凸显男士美颜。

创造多功能产品 
 
多功能产品是男士美容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品牌需创新性地融合多种产品于一体，比如画

眉染发双用笔，2合1唇膏唇彩。日常必备产品组合装
或许也是一个赢得男士青睐的方案。

精耕男士专用市场  
 
千禧一代更注重他们与品牌的情感纽带，喜欢
寻找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品牌。按时间细分的男

士产品和幽默有趣的营销活动也能帮助品牌在竞争
中领先。

近年来，亚洲男士对打理个人形象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
化。我们也看到亚洲的品牌通过非常创新的方式瞄准并
影响这部分追求改变的消费群体。

聚焦亚洲男士 日本男士或将分化
作为一个非常有利可图且多样化的市场，日本男士
消费者有所分化:

• 草食(系)男子：对恋爱不感兴趣，注重节俭，对个
人护理感兴趣 ，倾向于在自己身上花更多时间和
金钱。

• 女子力男子：对传统女子活动和风格感兴趣的新
生代男性。

• 有点坏坏的男子（ちょ い悪オヤジ）：他们挑战传
统 商务男形象。他们是更注重外表的成熟男人；
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更性感、更自信、更新潮。

胡须护理品在印度繁荣 
发展
一直以来，胡须作为彰显男子气概和骄傲的象征，是
印度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些数据表明约80%
的南印度男性留胡子。印度还有一些群体认为留胡
子体现宗教虔诚，尤其是穆斯林和锡克教徒。 然而
现在胡子拉渣不再“潮”，男士打理胡须成为越来越
主流的趋势。也因此，打理胡子的产品也变得越来越
复杂化

韩国明星的影响力
消费者保守的态度意味着，颜色丰富的男士专用产
品需求有限， 但韩国男子组合的流行、性别认同的转
变以及自我提升的渴望使韩国千禧一代男性愿意尝
试新东西。许多男性博主通过化妆教程成为社交平
台焦点，韩国也成为此类视频趋势的中心。品牌应借
此机会帮助男士打造干净无暇新潮立体的妆容，突
显男士美颜。

来自印度的胡须油（Mooch & Beard Oil）

Ustraa经典胡须油不在动物身上测试，是极佳的个
人护理工具，零售装为35毫升。

来自韩国的A’pieu侧发服帖膏

谜尚A’pieu品牌的侧发服帖膏瞄准青少年消费者，
为他们提供不昂贵的造型效果。

来自日本DHC Men Skincare Q10男士护肤品

DHC Men Skincare Q10采用多合一配方，散发柑橘
香味，有效去除流汗、油脂分泌过多或年纪变老散发
的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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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热点
目前主流
美白
美容行业强调健康、透亮和光泽肌肤的宣称出现且
增多，甚至超过了美容宣称。不过，依然很多日本、泰
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品采用美白宣称，这些国家的
消费者依然尊崇以白为美。从2014 -2016年，在亚洲
推出的护肤产品有此宣称占了18.2%。

胶原蛋白
胶原是许多消费者熟悉的成分，它也是经过了漫长
的过程，才成为美容行业中的主流成分。但现在胶原
被频繁广泛地使用，同时，定位更加多样化的活性成
分或天然成分登陆蓬勃发展的美容行业，导致胶原
的吸引力正在下滑。

在过去6个月内， 
43%的中国女性
面膜消费者使用
过抗衰老面膜。”

全球60%的护肤品采
用植物/草本植物/草
本在过去5年里，植物
草本宣称在全球护肤
品市场占主导地位。”

热点追踪
抗衰老
品牌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触及衰老这个敏感话
题。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的数据显示，
亚洲抗衰老宣称产品稳步增长，从2013年的8%上
升到2016年的11%。在亚洲抗衰老宣称的产品中，
脸部/颈部护理产品占比最高，为59%，其次是脸部
彩妆产品和身体护理产品，分别为8%和5%。美容市
场的营销术语也在不断升级，从“抗衰老”到“延续青
春”甚至到“逆生长”。’

防晒
亚洲2012-2016年防晒宣称新品开发方面，日本领
先，达到（34%），后面依次为韩国(16%)、中国（9%）
泰国8%和印度8%。消费者对防晒类产品的担忧也
导致具有防晒功能的口服产品的诞生，在防晒和维
生素保健品之间搭建了新桥梁。

成分 焦点
植物/草本
在过去5年里，植物草本宣称在全球护肤品市场占
主导地位；60%以上的产品采用此宣称。在传统中
药深深扎根的中国，植物/草本宣称的占比更是高达
70%。

烟酰胺
使用烟酰胺的产品逐年增多，过去两年增幅显著。在
美容市场中，品牌单独把烟酰胺制成浓缩精华，从而
与其他护肤品或化妆品调和搭配，实现超级补水和
唤醒肌肤的效果。

活性炭
2015-2016年亚太区使用活性炭成分的产品增加了
7%。 众所周知，活性炭 能有 效吸附细菌和灰尘，帮
助皮肤抗痘。同时，我们还发现活性炭或是下一个热
门的抗污染成分，品牌甚至在洗发护发产品中加入
活性炭以去除头发和头皮的污染物。

美容与个人护理市场不断变化，我们不仅带您领略
当前最热门的成分，还将追踪未来将流行的配方。

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每月收
录 30,000多个 新品的信息，让您了解更

多宣称、成分和热门趋势。与此同时，您还
将获得登陆英敏特美容个护平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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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渗透率
品牌需要提供非常坚实的理由让消费者相
信购买和持续使用美容设备有长远价值和
非凡效果。

重复购买与升级
机器过时容易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制造商可用定制
化、可拆分、多功能的外置机器部分减轻消费者的这
种心理，鼓励他们升级设备。

创造新机会
身体护理、彩妆和头发护理品类尚未被品牌充分发
掘，紧盯一个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设备制造商可面向
多个市场，寻找跨品类创新机会。

皮肤诊断是美容设备未来的方向
兼具诊断、监测和治疗功能的美容设备前景最明朗，反映当代消费者偏爱个
性化、按需回应产品的趋势。

这给制造商带来更多压力。如果消费者得到更多有关他们皮肤或头发情况的
数据并能监测设备和产品的效果，他们很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信
息，从而也促进品牌宣传。

美容设备前景展望
美容设备需要消费者从时间和金钱上投入。美容设
备企业面临三大挑战：提高使用率或增加使用频率；
鼓励重复购买或升级；开拓新品类

如何使设备具有多功能
Rejuven 五合一多功能美容仪

红、蓝、绿LED灯与超声、微振动和电离子技术相结
合的美容设备声称能深层清洁皮肤杂质、刺激胶原
蛋白合成、改善皮肤修复、消除晒斑/老年斑、缩小毛
孔和减少老化痕迹。

如何创造机会变旧为新？
i-feel Precision Bleu 490无暇肤色矫正霜

一旦包装里的面霜用完，整支产品就要被扔了。其实
还有一种选择，把头部设计成可替换旋接头，接入其
他管状部位形成更加定制化的包装，从而吸引关注
成本的消费者 。

如何拥有超越行业的灵感
松下3D智能镜

松下最新推出的智能镜通过照片可以分析皮肤和模
拟妆容，所连接的3D打印机则会打印符合皮肤的妆
容面膜，可以像纹身贴一样贴到脸上。这几乎是临
时“易容”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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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产品领跑市场
质感、宣称和形式杂糅混合将为市场注入创新活动，
创造新的细分和体验。 化妆品和头发护理品拥有更
多颜色，将成为未来创新的活跃领域。随着产品使用

率提高，消费者也频繁改变发色，品牌除了打造适合
亚洲皮肤的色系和发色，还可加入更多新质地和护
肤功 能。

精华油注重“水油平衡” 调和型的产品 气垫新形式

Laneige Water Bank Double Layering Oil

用水离子矿物水和油制成，覆盖皮肤形成顺滑滋润
保护层，为干燥肌肤提供完美的补水效果。

Aqutop Facial Topping Ball

将高端浓缩精华冻干并改成密封在一个球里面，确
保发挥活性成分的全部功效。每天一个精华球可融
化成2-3滴普通护肤品的量。

Missha Tension Pact Foundation cream

完全遮蔽皮肤瑕疵，磁铁般贴合皮肤。具有抗皱、美
白和防晒效果，即使用于化妆也能提供非常精细的
妆面效果。

亚洲影响力
之最： 聚焦
韩国
韩国人口为5000万，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美容市场
却增长惊人，引领亚洲甚至全球的美容潮流。韩国美容个
护市场2016年的销售额估计达到了115亿美元，未来五年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6%。

10



12 13

有望增长
韩妆产品名噪全球，但也面临本土增长减缓、中国消
费减少和国际品牌加快 气垫霜面膜创新步伐等挑

战。韩妆制造商需要提高产品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吸
引力，加快全球扩张速度。

精美的视觉效果 面膜领导者 亚洲天然成分

Missha X Line 
Text Messenger Emoticon

可爱的玩具包装是韩式美容品的一个独特卖点，吸
引年轻的本土消费者和购买新奇纪念品的游客。

OOZOO Lifting Shot Ampoule

这款安瓶产品与金箔面膜具有密集滋养肌肤的协同
效果。

Innisfree Jeju Lava Seawater Essence

这款修复精华蕴含济州火山灰海水，具有保湿、抗衰
老和抗皱纹的效果。

黑色成分 从食品到护肤品 EWG绿色评级

天然和防御型产品
天然成分非常流行，但需要证明它们的安全性。所以
出现了更多“无XX”宣称，来源地和生产过程的透明
性，以及EWG安全评级的使用。防御保护、皮肤健康

和安全（比如抗污染、自我修复和解压）将成为下一
波创新重点。

23 Years Old Black Paint Rubar

去除黑头、白头和皮肤杂质的多功能棒蕴含活性炭
成分，滋润肌肤，有效吸收皮肤杂质、灰尘和油脂。

Château Labiotte Wine Lip Tint

这款效果持久的唇釉颜色热烈而精致；含
Sepivinol（百万分之九的萄酒提取物）配方，滋润和
保护双唇。

Make-P:rem Safe me. Relief Moisture Cream 12

只使用EWG绿色等级的12种成分，提供48小时滋润
效果。植物滋润成分（甘油），天然油（角鲨烯），无合
成香味剂和防腐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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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e Du
高级美容与个人护理分析师, 中国

Jamie Rosenburg
全球美容与个人护理分析师

Sharon Kwek
高级创新洞察分析师，东南亚

David Tyrrell
全球护肤品分析师

Andrew McDougall
全球头发护理和口腔清洁行业分析师

Charlotte Libby
全球彩妆香水分析师

Sarah Jindal
高级创新洞察分析师

美容与个人护 
理分析师

Vivienne Rudd
创新洞察总监

Jane Jang
高级美容与个人护理分析师, 韩国

分析师是英敏特美容与个人护理资讯平台的核心。
他们关注最新消费者调查、市场信息、公司新闻和产
品数据，帮助您推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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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重要领域，帮助企业发展

行业最新近况

最新上市的新颖创意产品 

未来五年最吸引人的市场

消费者反响最大及最无感的
宣称

承载产品推广和消费者 沟通
的成分

紧跟潮流的包装

为保持盈利应讨论和决策的
问题

英敏特美容与个
人护理资讯平台

英敏特为全球
3,000多个美
容品牌提供资
讯情报

亚太区洞察：“亚太美容趋势概观”提炼自英敏特美容与
个人护理资讯平台。
英敏特全球顶级分析师团队使用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行
业资讯和专家观点。他们通过数据发掘发现市场的创
新，趋势和灵感，为您提供针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洞察。

帮助您无时无刻把握
行业脉搏。
为在美容与个人护理品市场获得持续成
功，您需要时刻了解全球新品、趋势和创
新动向，关注消费者购买决定背后的考虑
因素。

求异思维，成就大业
英敏特美容与个人护理资讯平台专注一个
行业，为您提供全球顶级分析师团队，深入
发掘数据含义、考虑长远和细致思考，搜寻
市场空白和尚未被发现的成功机遇。

一次投入，拥有全部
您只需购买英敏特美容与个人护理资讯平
台服务，即可免费享有配套的英敏特市场
咨询方案。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china.mintel.com/meironghuli 
邮箱：infochina@mintel.com

http://china.mintel.com/meironghuli
mailto:infochina@min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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