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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清洁类化妆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清

洁类化妆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清洁类化妆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清洁类化妆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清洁类化妆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清洁类化妆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清洁类化妆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清洁类化妆品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清洁类化妆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化妆品行业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阶段、缓慢发展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及规范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化妆品工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化妆品行业的体制也从轻工系统向其他系统延伸

，化妆品在人们观念中经历了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历程。

     产业链上游主要是原料及包装材料制造行业，上游成本相对于营收占比不高，对毛利率影

响较小。产业链下游主要是消费者和渠道商。渠道价值是化妆品品牌快速发展的核心之一，

很欣喜的发现目前我国零售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旗舰店、精品店、超市及大卖场、

百货商场、药妆店、便利店中设立的销售专柜、美容院、网络专卖店等销售场所大规模拓展

，为中国化妆品零售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渠道。渠道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有效的促进了化妆品

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渠道支撑。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本土品牌将逐步崛起，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市场份额呈

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相比于国际品牌，本土品牌基于区域性的文化背景及审美标准，对本地

消费者的需求理解更透彻，产品研发更加具有针对性。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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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定义

 清洁化妆品就是指那些能够去除污垢、洁净皮肤而又不会刺激皮肤的化妆品[1]。

 皮肤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其皮脂腺会分泌出皮脂附着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薄膜，以保持皮

肤的表面滋润光滑；皮肤的汗腺也会分泌汗液，汗液蒸发后的残留成分加盐、尿素和蛋白质

降解物质等，也会留在皮肤表面；加上皮肤自身的其他排泄物、表皮剥离脱落的死细胞，以

及来自外界环境的空气尘埃；再有细菌繁殖和空气氧化酸败，以及美容化妆品的残留物等，



构成了皮肤表面的污垢。这些皮肤上的污垢成分如果得不到及时清洗，就会堵塞皮脂腺、汗

腺通道，将会影响皮肤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其他的生理活动，导致皮肤加速老化并引发各种皮

肤疾病，更会影响皮肤的美观。

 从产品质地分类：                           1             洁肤清洗剂             这类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丰富悦

目的泡沫，不管在硬水或软水中都能有效地清除附着于皮肤上的各种污垢，且具有防止污垢

的再沉积作用和再次粘附于皮肤的表面。在清洗皮肤时有柔润的手感，且安全无刺激，不伤

皮肤和过度脱脂(因过度脱脂会导致皮肤干燥，洗后皮肤洁净，光润。                               2             

清洁霜             清洁霜是近年来开发并应用的一种用于去除皮肤表面污垢，清洁保护皮肤的新

型清洁化妆用品。它能有效地溶解并清除污垢和施于皮肤表面的化妆品、戏剧油彩等。            

                  3             清洁面膜             清洁面膜是我国近两年来才试产的一种用于皮肤清洁的胶状清

洁化妆用品。它主要用于皮肤的清洁和美容，涂到皮肤上后，能迅速地形成一层韧性薄膜，

使皮肤与外界空气隔绝，抑制水份蒸发，使表皮角质层软化，毛孔扩大，皮肤表面的温度上

升，促进血液循环。当卸除面膜后，皮肤上的杂质，污垢也随之去除，达到清洁皮肤的效果

，使肌肤舒适，白嫩细腻。清洁面膜可分为剥离型、擦洗型、粉末型等几种。                              

4             按摩洁肤膏             也称皮肤按摩清洁膏或磨面膏，是一种青状的颗粒分散休，是国内

外近期才开发的一种最新型的洁肤化妆用品。为了保持颜而的清洁卫生与健美，就要及时的

去除皮肤来，面上的各种污垢和微生物杂菌，要保持皮肤的细嫩并延级皮肤的衰老状态，就

要将尚未脱落的陈腐衰老的角质细胞有效地去际干净，这对一般的洗涤用品和清洁用品来说

是难以做到的，但作为按摩洁肤膏来讲，可通过颜面按摩，并依赖基质对皮肤表面的附着作

用和细小颗粒的磨擦作用以达到清污洁肤的最终效果，同时还可增进皮肤的生理功能，促进

血液循环，并舒展皮肤的细小皱纹，用后皮肤舒适、柔软、光润使颜面焕发青春。按摩洁肤

育可外为洗粉型、乳膏型及胶粘质型等几种。                               5             溶剂型洁肤液             这是

利用无刺激的有机溶剂(如酒精等)来溶解皮肤表面的污垢，以便擦洗去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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