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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化妆品（hu&agrave; zhuāng pǐn）：为了美化、保留或改变人的外表(例如为了表演)而

用于人体的调剂(除肥皂),或为了净、染、擦、矫正或保护皮肤、头发、指甲、眼睛或牙齿而

用的调剂。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前景趋势预测报

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化妆品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化妆品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化妆品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化妆品面临的机遇

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化妆品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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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护肤品行业格局

图表 2020年大众护肤品与高端护肤品占比图

图表 2016-2020年高端护肤品市场容量图

图表 2016-2020年护肤品各品类复合增长率

图表 三大功能占面部护理产品比例

图表 2016-2020年抗衰老细分市场容量及增速

图表 2016-2020年抗衰老产品占面部护理产品比重

图表 2020年各品类美白产品占比

图表 2016-2020年美白产品占面部护理产品的比重

图表 2016-2020年面膜市场容量及增速

图表 面膜市场细分格局

图表 面膜市场按价格细分

图表 2016-2020年面膜行业领军品牌

图表 2016-2020年手部护理品类容量及增速

图表 手部护理产品行业格局

图表 2020年手部护理产品高端产品占比

图表 2016-2020年儿童产品市场容量及增速

图表 儿童产品行业格局

图表 儿童产品大众及高端占比

图表 儿童产品渠道格局

图表 2016-2020年男士产品行业容量及增速

图表 男士产品行业格局

图表 男士产品渠道格局

图表 2020年男士化妆品与行业搜索词特征对比



图表 2020年男士化妆品产品大类关注度

图表 2020年男士化妆品用途关注度排行

图表 部分国际日化巨头进入中国时间表

图表 国际日化巨头并购中国本土品牌

图表 主要化妆品公司美容及个人护理品类市场份额

图表 美容及个人护理品类行业集中度（CR4，CR8）

图表 宝洁公司在美国、中国和新兴市场的不同品类市场份额

图表 上海家化与国际日化公司合作情况

图表 影响消费者选购化妆品的因素图示（单位：%）

更多图表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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