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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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美容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美容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美容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美容行业的现状、中国美容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美容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美容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美容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美容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美容一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选是&ldquo;容&rdquo;这个字，其次是&ldquo;

美&rdquo;。&ldquo;容&rdquo;包括脸、仪态、和修饰三层意思。 &ldquo;美&rdquo;则具有形

容词和动词的两层含义。形容词表明的是美容的结果和目的是美丽的好看的；动词则表明的

是美容的过程，即美化和改变的意思。

     因此简单的讲美容是一种改变原有的不良行为和疾病（面部），使之成为文明的、高素质

的、具有可以被人接受的外观形象有活动和过程，或为达到此目的而使用的产品和方法。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美容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09

年全国美容机构总数约153.2万家，到2018年全国约有357万家各类美容机构，其中近51%左右

的机构是近五年开业的，2015-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10.08%。         时间   中国生活美容市场规

模(亿元)   增速（%）       2011年   3260   　       2012年   3731   14.45       2013年   4305   15.38       2014

年   4930   14.52       2015年   5568   12.94       2016年   6305   13.24       2017年   6660   5.63       2018年  

7058   5.98       2019年   7482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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