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发护理新趋势 
What’s trending in Hair Care? 








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市场的饱和及价格的导向，头发洗护销售额发达国家中增长比较缓慢，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而土耳
其、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有望增长。 

纵观2019全球头发洗护零售市场 

Read on mintel.com Source: Mintel Market Sizes 

The mature Japanese haircare 
market will see the slowest growth 

emerging economies of Indonesia and India 
the fastest as women become engaged in 

their haircare routine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Includes shampoo and conditionerSource: Mintel Market Sizes [1][1] http://marketsizes.mintel.com/query/194947219/performance/market© 2019 Mintel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onfidential to Mintel.

https://clients.mintel.com/report/a-year-of-innovation-in-haircare-2019-1
http://marketsizes.mintel.com/query/194947219/performance/market




从脸部护理到头皮发丝 

胶束技术-沙宣无硅油洗发香波 
Niacinamide (vitamin B3) 

宣称含有多种草本植物成分，富含维
生素，丰盈发质，养护头皮发根 

Hyaluronic acid 透明质酸 

积雪草提取物净化头皮，舒缓洁净 

My Earthday Kids Fresh Shampoo 含有积雪草提取

物、迷迭香等成分，有效舒缓头皮根部肌肤，清除头

屑，更能保湿滋养发丝。 

Toni & Guy extols the virtues of charcoal 

Toni & Guy 以木炭为主要功效成分，在每天洗

发中都能达到排毒的功效，同时护发精华有效丰

盈发质。 

Restoring and hydrating amino complex  

 Amino Mason头发护理系列配方均以复合氨基

酸为主要成分，帮助修复受损发质，保湿滋

养。 



引领护肤市场的最受欢迎草本植物原料 

Read on mintel.com Source: Mintel GN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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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 top 5 'botanical products' ingredients, 12 months to April 2019 

草本植物的宣称催

动亚太区头发洗护

的市场价值，市场

上的70%头发洗护

产品含有山茶花和

芦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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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有害化学物
“零添加” 

消费者热切需求新产品的开发，
期待产品能带来从头皮到发丝
的全方位健康，但却不希望配
方中添加有可能带来危害的化
学物质。 

素食概念洗发水 

天然杏仁奶保湿洗发
乳，以“减肥”概念，
配方中不添加盐或麸质
等 

不含激素，专为孕期女
性定制 

再忙，发型不能乱！ 
都市生活压力的增加导致很多消费
者的“自我”时间越来越少，针对
繁忙消费者的头发洗护需求，市面
上萌芽了不少免洗喷雾等产品，帮
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回复洁净柔顺
自然发丝。 

睡眠发膜 
睡一觉，头发恢复健康又光泽 

8小时免洗护发
喷雾，精油提
香，安神舒眠 

免洗保湿养发喷雾，在白天也
能让干燥的发丝保持润泽 



Herbal ingredients to prevent hair loss 

康王Babao生发防脱洗发水宣称富含多种汉方中

草药原料，能洁净并加强头皮的屏障功能，促进

头发再生，防止脱发。 

 
天然成分带来防脱功效 

Natural and anti-hair loss for women 

霸王防脱洗发水专为女性消费者定制，配方中添

加了适合女性养身概念的当归、银杏、何首乌、

戈吉贝、薄荷等原料达到防脱养发的功效 

Botanical extracts for anti-hair loss草本植物

提取物的防脱发功效 

René Furterer Triphasic‘s Progressive 防脱免

洗养护精华，配方中含有旱金莲花提取物、豆瓣

菜提取物、欧亚甘草提取物等草本植物 

Avocado essence in an apothecary-style 

packaging 

医美包装下的牛油果精华 



护发市场的消费倾向 
 
头皮护理已成为护发市场中最受重视的方向，这一现象将会导致未来头皮护理产品的市场份额激增。同时，这也将与头发

护理的其他功效（如脱发等）同时影响市场的有利发展。 

头皮护理成为护发中最受瞩目
的因素 

虽然头皮护理并不是中国市场上的新宣

称，经统计，54%中国消费者认为头皮
的健康是影响头发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尤其在男性消费群体中尤为突出，现今
市场上传统的洗发产品中大多都宣称防
脱发的功效，由于头皮的健康是脱发问
题的关键因素，因此不管是老龄消费群
体还是年轻一代，都特别重视头皮的健
康。 

下一步将迈向“无伤害产品” 

中国在2019年3月公布了护肤品将推行
“零残忍”的测试模式，昭示了美肤市场将
不再出现动物测试的产品，“非动物测试”
的产品将是国内市场的大趋势，护发产
品也是其中之一。 

纵观枝繁叶茂的全球护发市场 

随着越来越多不同于洗发水和护发素的
头发护理产品的出现，消费者在日常的
头发护理中也开始接触更多不同剂型、
功效的护发产品，如发膜、免洗护发精
油、护发精华等。消费者反映多合一功
效的头发洗护产品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

求，46%消费者希望产品能更贴合自身
的需求，在产品类型、功效上量身定
制，这一需求同时也揭露了Make it Mine
的市场趋势。 



2017年，中国以销售额63亿美元占据了亚太化妆品零售市场的第一位，更高于美国的62亿美元

的零售销售额，而一直是亚太区化妆品领头军的日本以40亿美元仅居第二位。虽然中国销售额

高企，但中国并非发展最快的化妆品市场，预计未来5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CAGR平均复合增长

率仅仅为4.6%，低于亚太区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韩国）。 

宝洁作为中国洗护行业占比最大的公司占据中国洗护市场38.4%份额，与占比第二大的联合利

华共同分享了中国市场份额的53%。这一数据暗示了宝洁和联合利华的龙头地位并非坚不可

摧，环亚以滋源品牌的“无硅油”概念洗发水从1.2%市场份额上升到2017年的4.6%，可见本土品

牌的发展潜力。 

回顾中国洗护市场全貌 



2017年，中国发品洗护销售额为63亿美元，预计2018起五年时间内，平均复合增长率会达到4.6%，到2022
年销售额将达到74亿美元。 

中国头发洗护市场销售额 

Read on mintel.com Sourc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mpany information; M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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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护行业重新洗牌 
头皮护理需求强劲 

中国洗护市场零售额到2021年预测将达到

536.36亿元，但洗护市场的增速却正在放缓，

2018年增长仅仅只有1%，一些功效型产品甚至

出现负增长。 

现金洗护市场，中低端洗护市场趋于稳定，而

高端洗护市场还有很大空间。数据表明，高端

洗护发产品的年增长率达20%以上。 

在洗护市场总增长只有1%的寒流下，头皮护理

这一细分品类却“逆流”而上，增幅高达

24%，头皮健康护理正是洗护领域突破的重要

风口。 

无硅油 

*数据来源：尼尔森数据 











Read on mintel.com 

 
发品从香中突破，丝丝扣人心弦 

2018英敏特报告曾提出香氛是

美妆产品的一个新突破口，市

场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功效性香

氛产品。其中一些产品通过芳

香疗法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上的

治疗。 

此外，此类产品在配方中添加具

有感官影响的原料，如生姜、薄

荷和香精油来刺激消费者的五感，

以此营造清新轻盈、情神饱满有

活力、热情温馨的感觉。 

很多品牌更会借由香氛针对

性别不同的喜好分别推广男

女性消费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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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rances to help you relax 

Fragrances to perk you up 

Fragrances that target 
different genders 





百好博 

配方推荐 
蓬蓬粉JG181016 
 
黑长直服贴喷雾JG181210 



原料 剂量% INCI名 

SILNOS 190 TE 58.75 硅石/三乙氧基辛基硅烷 

DRY-FLO PC 17.00 淀粉辛烯基琥珀酸铝 

NATRASORB 
HFB 3.00 淀粉辛烯基琥珀酸铝/丙烯酸（酯）

类共聚物/碳酸镁 

硬脂酸镁 0.1 硬脂酸镁 

LIPACIDE C8G 1.00 辛酰甘氨酸 

KANEKA SF 0.05 枯草菌脂肽钠 

EMOGREEN 
L19 20.00 C15-19 烷 

苯甲酸钠 0.10 苯甲酸钠 

蓬蓬粉JG181016 



国外科学家发现：人体皮肤表面除了含有皮脂、汗液、上皮细胞外还包括各种正常菌群及
其代谢物所组成。所有这些成分可以保湿，提高皮肤细胞代谢、自净、自护、自我修复等
能力，使得皮肤如同在一个保存完好的生态自然环境的大地一样，美丽而风光无限。 
所以科学家们把这种特别的皮肤生存环境称为“皮肤生态世界”。 
 
而有种神奇的氨基酸如同守护天使一般为我们创造维护着和谐美好的“皮肤生态世界”， 

这位守护天使就是 

脂类氨基酸 

氨基酸生态调理剂    
LIPACIDE C8G™ – 天然生态 抑制皮脂分泌   



LIPACIDE C8G辛酰甘氨酸 
是具有两亲结构的辛酰甘氨酸，一种多效活性因子。通过抑制引起粉刺的细菌的繁殖，
从而具有抗粉刺的功效；通过抑制5-α还原酶来抑制皮脂分泌，是一种皮肤保护剂，
皮肤生态系统调节剂，适用于油性、敏感肌肤， 从而实现头皮控油。 
 

功效测试及应用 
 

体外测试（控油相关）： 
• 抑制5α还原酶 
 
体内测试（控油相关）： 
应用： 
• 控油 
• 舒缓头皮，去头屑，减少脱发 
• 保护和维持皮肤酸性保护膜 

抑制头皮皮脂分泌 

使用2% LIPACIDE C8G 1个月后，头
皮皮脂分泌得到了抑制 

氨基酸生态调理剂   
天然生态 抑制皮脂分泌  

LIPACIDE C8G™ 辛酰甘氨酸 

5α-还原酶



氨基酸生态调理剂   
修复皮肤的”酸性外衣”  

LIPACIDE C8G™ 辛酰甘氨酸 

使用2% LIPACIDE C8G 1个月后，头皮
刺激消除 



氨基酸生态调理剂   
控制头屑产生   

LIPACIDE C8G™ 辛酰甘氨酸 

经过1个月的治疗， 2% LIPACIDE C8G
显著控制了头皮屑 



LIPACIDE C8G辛酰甘氨酸 – 天然来源专利技术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的应用技术荣获欧洲专利 

LIPACIDE™ C8G和LIPACIDE™ UG的复配增加了对细菌和真菌的保护 

 两强联手复配可制备无防腐配方或减少防腐剂添加量 

更温和 

更天然 

更协同增效 

LIPACIDE C8G™ 辛酰甘氨酸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KANEKA Surfactin(枯草菌脂肽钠)是一种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发酵生产的环状肽。 

其具有由7个氨基酸组成的环状肽结构，并且因为其结构的特殊性，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独特性能，其中包括
从3ppm的浓度开始就表现出两亲性。 



•日本独家专利技术 
 

•独一无二的智能传送(对有害物质抑制渗透，增强有效活性成分
的渗透性） 
 

•100%天然发酵而来 （枯草芽孢杆菌） 
 

• 降低其他成分的细胞毒性 
 

•抗炎作用 
 

•抑制痤疮细菌生长  

•   

独特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实验显示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能
够大大提高熊果苷、曲酸等水溶性有
效成分的皮肤渗透性，并且对于羟苯
甲酯等油溶性成分具有阻渗作用，因
此具有智能促渗作用，可以减少对肌
肤的刺激性。 

独特的渗透性 – 智能传送因子 

试验方案： 
• 对照组溶液-活性成分 
  测试组溶液-活性成分+SurFactin 
•  在3D皮肤模型上方加入对照组和测试组溶液，然
后用高压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渗透到下方水溶液
中的活性成分的含量，从而评估SurFactin的智能促
渗作用。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 抗炎作用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 抑制痤疮细菌生长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对皮肤没有刺激性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EMOGREEN™ 系列-亲民油脂 

• 独特的高纯度烷烃 
• 易生物降解 
• 植物来源，非转基因 
• 惰性的非极性油脂 
• 价格实惠 
• COSMOS & ECOCERT批准 

独特的清新爽滑肤感，并在干后留下柔软 

EMOGREEN™荣获2016 In-Cosmetics创新型功能性原料金奖 



黑长直服贴喷雾JG181210 
（免洗配方） 

原料 剂量% INCI名 

EDTA 二钠 0.10 EDTA 二钠 

JOJOBA AQUA 
BIO-120 3.00 霍霍巴蜡 PEG-120 酯类  

水 Too 
100 水 

丙二醇 2.00 丙二醇 

CELQUAT H-
100 0.10 聚季铵盐-4 

HYDROVANCE 3.00 羟乙基脲 

柠檬酸三乙酯 0.08 柠檬酸三乙酯 

SOLIBERINE nat
（001173） 0.50 丙二醇/密蒙花（BUDDLEJA 

OFFICINAILS）提取物 

PE9010 0.40 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K220 0.10 甲基异噻唑啉酮/乙基己基甘油 



天然的力量  振翅蝴蝶的迎光之旅 



密蒙花提取物-蓝光防护  ３６０º天然全面光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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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读音lí）麦 学名：Chenopodium quinoa willd）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是印加土著居民的主要传统食物，有5000-7000多年的种植历史，由于其具有独特的丰富、全面的营养价值，养育了印加民族，古代印加人称之为“粮食之母”。藜麦种子颜色主要有白、黑、红几种颜色，营养成分相差不大，其中白色口感最好，黑、红色口感相对差些籽粒也较小。藜麦在1980年代被美国宇航局用于宇航员的太空食品。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即可基本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正式推荐藜麦为最适宜人类的完美的全营养食品。联合国将2013年宣布为国际藜麦年，以促进人类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研究认为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即可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正式推荐藜麦为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列为全球10大健康营养食品之一。



来自中国四川省圣山 
 
- 密蒙花也称为“蝴蝶木”（butterflybush），因为它
具有能吸引蝴蝶的强烈香气能适应高海拔地区的强烈辐
射。 
 

- 选择了密蒙花，以利用其中极其丰富的苯丙素类成分高
度浓缩密蒙花中的毛蕊花苷和松果菊苷研发出植物活性物 
 

• 强效的天然活性成分 
• 通过高科技处理流程，获取最大浓度活性成分，  
超越天然状态 
 
 
 
 
 

密蒙花／蝴蝶木 靶向消除不同光线的损害 无惧各种光源 
３６０º天然全面光保护（蓝光保护） 

密蒙花提取物 － 蓝光防护 ３６０º天然全面光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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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读音lí）麦 学名：Chenopodium quinoa willd）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是印加土著居民的主要传统食物，有5000-7000多年的种植历史，由于其具有独特的丰富、全面的营养价值，养育了印加民族，古代印加人称之为“粮食之母”。藜麦种子颜色主要有白、黑、红几种颜色，营养成分相差不大，其中白色口感最好，黑、红色口感相对差些籽粒也较小。藜麦在1980年代被美国宇航局用于宇航员的太空食品。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即可基本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正式推荐藜麦为最适宜人类的完美的全营养食品。联合国将2013年宣布为国际藜麦年，以促进人类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研究认为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即可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正式推荐藜麦为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列为全球10大健康营养食品之一。



密蒙花提取物SOLIBERINE®可以显著减少蓝光诱生的ROS； 可以避免蓝光引起氧化损伤； 
有效加强对都市生活紧张办公族肌肤的有效防护， 减少屏幕辐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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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蒙花提取物SOLIBERINE®可以减少红外线引起的MMP-1的释放 

• SOLIBERINE®使红外线引起的MMP-1的释放量减少了22%。 
• SOLIBERINE®可以保护细胞外基质，防止红外线让它们提前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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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蒙花提取物SOLIBERINE®可以防止UV辐射导致的细胞死亡， 抗自由基和抗氧化活性 

• SOLIBERINE®增加UV辐射下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存活量，
增加量为7倍；  
• SOLIBERINE®可以维持皮肤功能的完整性 

• SOLIBERINE®能高效地清除紫外线、蓝光和红外线辐射下产生的活性
氧以及自由基。 
• SOLIBERINE®维持皮肤氧化还原平衡，从而防止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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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蒙花提取物SOLIBERINE® 防止UV诱导引起的脂质过氧化 

• 和空白对照处理相比，在2%SOLIBERINE®处理过的区域分离获得的角质层脂质，对紫外线诱导引起 
的脂质过氧化展现出20%的抑制效果； 
• SOLIBERINE®能维护细胞完整性，从而维持表皮稳态。皮肤屏障功能得到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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