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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颜消费
发展情况

美颜消费
趋势

1 / 养肤底妆

2 / 个性彩妆

3 / 精细美发

4 / 天然食妆

5 / 抵抗衰老

6 / 科技护肤

7 / 真我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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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2021年中国化妆品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 前瞻产业研究院
整理《2021年中国医美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美妆个护市场包含美容护肤、美体、彩妆、香水等品类

美颜消费类产业不断扩容，线上消费势头持续增长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美妆个护市场购买人数及人均消费金额

购买人数 人均消费金额

美妆类 医美类

2016-2020年美妆及医美行业消费规模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近年来，美妆和医美类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从线上数据来看，美颜消费人数和人均消费金额同样呈现上升趋势，
消费者们在“美颜”的道路上不断加快步伐，追求美丽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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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女性仍是美颜经济主力，年轻一代领衔美护市场大军

从美妆个护市场的人群画像来看，女性消费者仍是当前市场中的主力军，男性消费者消费规模增速基本与女性持平；
从代际上看，90后与95后仍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随着00后美颜心智的加强，他们的消费增速日渐卓越，极具消费
潜力。

女性 男性

MAT2021线上美妆个护不同性别消费者

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80前 80后 85后 90后 95后 00后

MAT2021线上美妆个护不同代际消费者

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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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养肤彩妆

消费规模

MAT2021线上养肤彩妆

消费规模占比

养肤底妆 其它养肤彩妆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筛选商品标题中包含关键词“养肤” 的彩妆产品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养肤底妆：底妆养肤化潜能放大，美丽也需要“减负”

近年来线上养肤类彩妆涨势迅猛，近一年的消费规模较MAT2019翻6.5倍；底妆作为美丽的基础，消费者们在关注
妆效的同时更追求其养肤的功效，养肤底妆消费规模占比超9成；这其中，养肤型BB霜/CC霜和粉底产品的增速较为
卓越。

MAT2021线上养肤底妆

细分品类消费规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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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BNData《后疫情时代理性护肤白皮书》 数据来源：CBNData《2021卸妆趋势白皮书》 数据来源：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养肤底妆：后疫情时代养肤需求前置，“卸”出好肌肤

随着疫情后的养肤维稳需求爆发，卸妆品类迎来消费升级，修护敏感肌、分肤卸妆、芳香疗愈等衍生需求正在变多。

热销养肤卸妆产品举例

美宝莲眼唇卸妆液

• 针对眼周、唇部等娇嫩肌肤进行卸妆的温和卸妆液

贝德玛舒妍多效洁肤液

• 在卸妆基础上有效解决皮肤敏感泛红等问题，提高
皮肤耐受

阿芙双儿水油双卸净透卸妆油

专
项
卸
妆

功
效
卸
妆

油
类
卸
妆

2020年线上卸妆产品分养肤

功效消费情况

消费渗透 消费增速

后疫情时代的护肤观

                      
                     

                     
                     

                 
                     

58% 提高肌肤抵抗力
外部环境（如疫情,空气污染）难以控制，
维持肌肤抵抗力很重要

55% 注重产品成分
对产品成分有了了解，将更注重成分

53% 持续稳步的改善
过去在意的是快效现在更关注持续稳步的改
善效果

• 采用水油双连续乳化技术，强效清洁的同时也能实
现以油养肤

逐本第四代养肤洁颜油
• 遵循东方芳疗护肤理念，汲取植萃力量，为不同肌

肤状态打造细致的卸妆养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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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19-2021线上彩色眼妆

购买人数占比

彩色眼妆 非彩色眼妆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眼妆包含眼线、眼影、睫毛膏等；唇妆包含唇膏、

口红、唇釉等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筛选商品标题中包含关键词“彩色” 的眼妆产品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根据商品颜色分类划分眼妆颜色

个性彩妆：眼妆用色大胆，用色彩打造个性“心灵之窗”

眼妆与唇妆作为最具个性的彩妆大类，线上消费规模及人均消费金额均稳步攀升；消费者们越来越青睐用色彩打造
个性妆容，彩色眼妆购买人数逐年增加。从颜色来看，杏色、棕色、蓝色的眼线和棕色、蓝色、紫色的睫毛膏近一
年来更受消费者的偏爱。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眼唇妆

消费规模

眼妆 唇妆

内圈MAT2019
外圈MAT2021

MAT2021线上眼妆TOP增速颜色

TOP 1 杏色

TOP 2 棕色

TOP 3 蓝色

TOP 4 紫色

TOP 5 橘色

睫毛膏 TOP 1 棕色

TOP 2 蓝色

TOP 3 紫色

TOP 4 红色

TOP 5 橘色

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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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数据说明：根据商品标题划分唇妆质地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数据说明：根据商品颜色分类划分唇妆色调

个性彩妆：口罩挡不住爱美的心，百变唇妆散发魅力

哑光 亮面 变色 奶油 亮片

MAT2021线上不同质地唇妆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自疫情以来，口罩成了国人出门的标配装备，爱美的消费者也依旧会“妆”点唇部。口罩之下，保持唇部丝滑、润
泽、不干燥是消费者们的追求，显白的红棕调和欧美范儿十足的裸色调，搭配亮面和奶油质地成了他们的唇妆首选。

纯红色调 豆沙色调 红棕色调 橘色调 粉色调 玫紫色调 裸色调

MAT2021线上不同色调唇妆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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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染发固色洗护

产品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根据商品颜色分类划分染发产品颜色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筛选商品标题中包含关键词“护色、固色”等的

头发洗护产品

精细美发：变美要从“头”开始，缤纷染发后的护色不容忽视

国人对于美的追求在“妆”也在“发”，棕色、黑色和彩色染发产品的消费规模均稳中有升；近一年来，众多消费
者热衷于潮流灰色系的发色，绿色和蓝色系也有不俗的增速表现。随着染发市场的逐渐扩大，消费者也开始关注染
后固色的问题，染发固色洗护类产品的消费规模增速不断加快。

棕 黑 蓝 灰 红 金 紫 粉 绿 橙 米

MAT2021染发产品不同颜色

消费增速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染发产品

消费规模

棕色 黑色 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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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21线上护肤产品各类型

天然食物成分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根据商品标颜关键词划分添加的天然食物类型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筛选商品标题中包含关键词“益生菌、酵母”等

的护肤产品

天然食妆：产品安全“颜”格化，发酵型天然食物概念受认可

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成分安全关注度的提升，使用不同类型的天然提取物作为成分的护肤产品成为护肤新风口。这
其中，发酵产物和菌类成分的增速明显提升，例如酵母、益生菌等发酵物类成分颇受认可，这类成分的添加有效地
帮助消费者调节皮肤的微生态菌群平衡，多应用于贴片面膜、化妆水和液态精华中。

1 酵母 发酵物类

2 蜂蜜/蜂胶 动物类

3 牛油果 蔬果类

4 石榴 蔬果类

5 梨 蔬果类

6 葡萄 蔬果类

7 麦 谷物类

8 灵芝 菌菇类

9 益生菌 发酵物类

10 燕窝 动物类

MAT2021线上护肤产品

热门天然食物成分

MAT2021线上含有发酵类成分

护肤产品覆盖品类占比

贴片面膜 化妆水 液态精华

乳液/面霜 洁面 涂抹面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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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21抗老功效护肤产品

相关成分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筛选商品标题中包含关键词
“抗老、紧致、提拉”等的护肤产品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抵抗衰老：积极应对肌肤老化问题，抗老成分成就“抗打”颜值

近年来，线上具有抗老功效的护肤品不断增加，紧致抗老成为消费者最主要的护肤诉求；去泪沟眼袋、去法令纹等
都成了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从抗老成分来看，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玻色因和修复光老化的二裂酵母等成分受到不
少消费者的拥趸，近一年消费规模增速卓越。

脸部抗老去皱部位搜索词排名

川字纹

眼纹

苹果肌

MAT2019-2021线上抗老功效

护肤产品占比

抗老功效 非抗老功效

内圈MAT2019
外圈MAT2021

4

5

6

泪沟/眼袋

法令纹

抬头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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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类型偏好度=（高端各类型消费规模占比-整体各

类型消费规模占比）*100【大于0偏好，小于0不偏好】

科技护肤：先端技术家用护肤仪器尽显“美颜”大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下，中国家用美容仪市场逐步扩大，线上数据来看，美容仪的人均消费金额和购买件数均快速增长，
术业有专攻，消费者们已不满足于1件美容仪的单一功能，人均购买近3件；与此同时，高价位段美容仪占比提升明
显，其中射频类美容仪仍是主流且驱动高端市场增长，一些医美相关功能如热玛吉等，也在高端市场加速渗透。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21线上美容仪

人均消费金额及人均购买件数

人均消费金 人均购买件数

射
频

导
入

导
出

震
动

按
摩

微
电

波

彩
光

激
光

热
玛

吉

光
子

嫩
肤

小
气

泡

清
洁

超
声

波

MAT2021线上高端美容仪

不同类型消费规模及偏好度

消费规模 偏好度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不同价位段

美容仪占比

500元以下 500-1000元 1000-2000元

2000-5000元 5000元以上

偏好度
0值

高端美容仪
(2000元以上)

占比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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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21线上香水品类

消费规模及增速

消费规模 增速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真我留香：用气味展现真我气场，小众高端品牌加入“嗅觉”比拼

随着“嗅觉经济”的崛起，香氛香水市场迎来了发展黄金期，从线上消费数据来看，香水的消费规模增长卓越，高
价位的香水消费规模占比呈上升趋势，香水高端化潜力显现；此外，在高端品牌中，小众品牌增速尤为突出，在香
水市场中逐渐崭露头角。

MAT2019 MAT2020 MAT2021

MAT2019-2021线上不同

价位段香水消费规模占比

200元以下 200-400元 400-600元

600-1000元 1000元以上
Bvlgari 宝格丽

Chloe 蔻依

CREED

Diptyque 蒂普提克

FREDERIC MALLE 馥马尔

GIORGIO ARMANI 阿玛尼

Hermes 爱马仕

L‘Artisan Parfumeur 阿蒂之香

Maison Margiela 马丁马吉拉

Penhaligon’s 潘海利根

MAT2021高端香水增速TOP10品牌

（排名不分先后）

数据来源：CBNData消费大数据
数据说明：高端品牌指单价高于600元的香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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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DATA
COVERAGE

数据来源： CBNData消费大数据

具体指标说明：
• CBNData消费大数据汇集阿里巴巴消费大数据、公开数据及多场景

消费数据，全方位洞察消费特征和行业趋势，助力商业决策。
• 数据时间段:

MAT2019：2018年7月-2019年6月
MAT2020：2019年7月-2020年6月
MAT2021：2020年7月-2021年6月

• 人群标签：基于消费者在平台上一年消费行为确定

为了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商家机密，本报告所用数据均经过脱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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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COPYRIGHT
DECLARATION

本数据报告页面内容、页面设计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
图片、图表、标志、标识、商标、商号等）版权均归上海第一财
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所有。

凡未经我司书面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复制、转载、重制、
修改、展示或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本数据报告的局部或
全部的内容。

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前述规定的，均属于侵犯我司版权的行为，
我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根据实际情况追究侵权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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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陈昕雅、刘一璇

视觉设计：庄聪婷

联系我们：Data@cbndata.com

商务合作：BD@cbndata.com

加入我们：JOB@cbndata.com

关于我们

ABOUT
US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介绍：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隶属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SMG），是国内领先的消费研究机构及数字化增长服务商，致力

于洞察消费行业前沿动态，提升企业品牌的运营及决策效率。

CBNData以跨领域数据库为核心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全媒体势能，

以AI技术为驱动，以多元场景为延展，面向品牌企业全面输出数据

应用、内容运营、整合营销、销售转化等数字化增长服务。业务场

景已覆盖传统零售与电商、互联网消费、内容社交、医疗教育、金

融理财等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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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NData官网 CBNData官方微信号

更多数据 扫码关注

关注我们

FOLLOW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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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 全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