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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女士香水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女士香水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女士香水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女士香水行业的现状、中国女士香水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女士香水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女士香水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女士香水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女士香水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在香水市场中，女士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从目前状况来看，香水产品最大的消费群体集

中在30岁-50岁之间的中年女性消费者，许多品牌香水销售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这

一年龄段的消费者拥有较高的收入，消费中可以更从容的选择。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的城市女性中有26.19%经常使用香水，而其余的女性偶尔使用香

水。此外，上述四城市有近三成的女性经常使用香水。在年龄差异上，青年女性和中年女性

使用香水的人数分别达到26.4%和26.2%，老年女性中，只有12.6%的人使用香水。

     在收入差异上，低收入女性只有14.9%使用香水；中低收入女性中，有23.56%使用香水；中

等收入女性中，有29.6%使用香水；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女性中，使用香水比例达到了34.9%

和51.1%，这说明，当香水的价格和经济能力吻合时，女性消费香水的比例实际上是很高的。

     在香水品牌方面，四城市女性最常使用的香水品牌是CD、夏奈尔和ESCADA。其中，CD

品牌以13.9%的提及率高居榜首，比第二位的品牌高出18.0个百分点。其他提及率在2%以上的

品牌还有雅诗兰黛、梦巴黎、六神、羽西、GUCCT和雅顿。其他品牌的提及率则在2.0%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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