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份 化妆品概论 

一、化妆品的广义与狭义 

广义的化妆品是指各种化妆的物品。化妆（Cosmetic）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含义是“化妆

师的技巧”或“装饰的技巧”。狭义的化妆品因各国的习惯与定义方法不同而略有差别。但从使用目

的看，均为保护皮肤、毛发，维持仪容整洁，遮盖某些缺陷，美化面容，促进身心愉快的日用品。 

二、化妆品的定义 

在我国，按照国函（89）62 号“关于化妆品卫生监督条理”第二条对化妆品作了定义：是指以

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以达到清洁、

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和修饰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品。 

根据我国轻工业现行管理归口，香皂、牙膏、爽口水等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产品范围之列此外，

散芳香的物品，凡不用于人体的也不属于化妆品。如用于杀灭蚊、蝇等害虫的卫生用品等。 

我国化妆品的定义，以三个层次表达了它的以下五个主要作用： 

1、清洁作用； 

2、护肤作用； 

3、营养作用； 

4、美容作用，美化人的面部、皮肤及毛发或散发香气； 

5、特殊作用，介于药品和化妆品之间的产品，具特殊功能，在中国称其为特殊用途化妆品。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中，还增加了：“该产品可以对使用部位产生缓和作用”的语句

来进一步定义“特殊作用”。 

三、化妆品由来 

伴随着人类本能的爱美渴求，化妆品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4000多年前，可谓资深历久。4000 多年

前的女性就已将橄榄油用作美容化妆，古埃及人也颇具创造力，用孔雀石碾成粉末来做眼影，并很巧

妙地使用腮红。在我国，相传商纣时妇女就已经学会了使用燕支（胭脂）；秦汉时，很多人红粉敷面，

并开始画眉。唐朝时，生活化妆和各种化妆品的使用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白妆、红妆、黄妆、啼

妆等几种化妆品用品及其化妆方式。而欧洲人则是从 18世纪才开始使用化妆品的。 

四、化妆品的分类 

世界各国的分类方法不同，各种条件和需求不同，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

种情形： 



1、按使用目的分类： 

①、清洁类化妆品，用于洗净皮肤、毛发的产品； 

②、基础化妆品，指化妆前，用于对面部头发的基础处理的产品； 

③、美容化妆品，用于美化面部和头发的产品； 

④、疗效化妆品，即特殊用途化妆品。 

3、按剂型分类 

①、液体化妆品； ②、乳液； ③、膏霜类； 

④、粉类； ⑤、块状； ⑥、棒状。 

4、按年龄分类 

①、婴儿用化妆品； ②、少年用化妆品； ③、成人用化妆品。 

5、我们较为推崇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分类： 

①.清洁洗净类； ②.营养护肤类； ③.功能性药物类； 

④.色彩美容类； ⑤.护发美发类； ⑥.芳香制品类； 

⑦.儿童、男用及老年类； ⑧.专业性美容类。   

6、各类别详情如下： 

1.清洁洗净类： 

这类化妆品主要是用来洁肤净面。通过祛除皮肤表层的彩妆、油垢、污垢；或者祛除表皮外层的

老化角质，即死细胞，起到深层清洁的作用，使皮肤处于清洁卫生的良好状态。为皮肤进行正常的新

陈代谢及美容、着妆作铺垫。除每日洗脸洗浴外，多在化妆前和卸妆时使用。 

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①.各类香皂：这是较传统的清洁用品，目前中性的，含有中草药与营养物质的香皂较受欢迎；

制作精良的蛋白皂有促进皮肤细嫩的作用。 

②.卸妆水/油：通过特殊处理的水或油，温和清洁皮肤或某些特殊部位，如：睫毛等。 

③.洗面奶：为一种温和的，对皮肤无刺激性的洁肤化妆品。在面部不需要作特别的清洁时，较

为适用。 

④.清洁乳/霜：有良好的清除油性化妆品皮肤表面油性污垢的能力，较适宜于卸妆时使用。 



⑤.磨砂膏：一般在皮肤护理时使用。其所含植物外壳粒子或动物骨髂、壳等类粒子，能有效地

祛除死亡的表皮角质细胞和毛孔深部的油圬，可使皮肤保持良好的透明感和细腻的肤质。 

⑥.祛死皮膏/素：通过化学的方法有效祛除死亡的表皮角质细胞和毛孔深处的油圬，可使皮肤保

持良好的透明感和细腻的肤质。 

⑦.清洁面膜：通过粘取的方式祛除死亡的表皮角质细胞和毛孔深部的油圬。 

2.营养护肤类： 

这类化妆品的特点是保护、营养皮肤，使皮肤免受或减少外界的刺激，防止化学物质、金属离子

等对皮肤的侵蚀，防止皮肤水分过多丢失，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的新陈代谢功能。还可通过添加

的卓有成效的营养成份，为皮肤表面提供所需的蛋白质、维生素等，激发细胞活力，促进新陈代谢，

使皮肤保持白嫩，富有弹性，协助维持皮肤正常的酸碱度。长期使用，可令皮肤柔软、滋润、细腻而

有张力，延缓皮肤的衰老。 

如：润肤霜、乳液、精华素、防晒霜、貂油、橄榄油等。 

3.功能性药物类： 

由于皮肤的美化与皮肤的健康紧密相联，故功能性药物化妆品在美容化妆品中占有醒目的位置。

由于在化妆品中添加了对皮肤无刺激、安全性高的某种药物成份，其特点是针对性强、使皮肤的问题

得到改善及治疗，起到例如：减褪色斑、增白皮肤、防治粉刺、抗菌消炎、抑汗、祛臭等功能。 

4.色彩美容类： 

这类化妆品主要是用来增添容貌之美，遮盖修饰面部缺陷。国际上通常将美容化妆品称为色彩化

妆品，这类化妆品大体分为两种： 

①.遮瑕类：用于遮盖皮肤瑕疵，起到调和肤色的作用。例如：遮瑕膏、粉底、液体粉底、粉条、

粉饼、碎粉、散粉等。 

②.色彩类：强调或削弱面部的五官及轮廊，使其修饰得更加生动、柔和、近似完美。例如：眼

影、胭脂、眉笔、眼线液(笔)、睫毛膏、唇膏、唇彩、唇线笔、指甲油等等。 

5.护发美发类： 

其作用为养护、改善发质，使毛发油润光亮、秀美飘逸；同时还有为头发造形，变换头发颜色、

美化头发的功效。护发美发类主要有各种护发素、摩丝、发胶、染发剂、烫发剂、生发水、局油膏、

发油、发乳等。 

6.芳香制品类： 

化妆品中的芳香佳品，主要有香水、古龙水等，还有香膏、香粉等固体香品。这类化妆品通过本

身散发的清新、高雅的香气，使人心旷神怡，倍添诗情美意。 

7.儿童、男用及老年类： 

这类化妆品，依据各自护肤对象皮肤不同的生理特性，选择、配置与添加了不同的基质和营养剂、

润肤剂及其相应药物成份，以达到护肤、润肤或延缓衰老的目的。 



8.用于美容专业类的化妆品，一般再细分为两大类： 

①.美容护理用品：用于皮肤护理。 

②.色彩美容化妆品：用于专业性的化妆。 

五、护肤品与美容品的一般使用程序 

1.日间外出前：洗面奶 + 营养水 + 润肤霜/日霜，根据需要再加一层防晒霜 + 粉底(先膏状、

后粉状) + 眉笔 + 眼影、眼线 + 睫毛膏 + 胭脂 + 唇膏 

2.晚间入睡前：卸妆水 + 洗面奶 + 营养水 + 精华素 + 晚霜 

六、化妆品的六个特性 

1.胶体分散性：化妆品常是将某些组份，以极小的微粒（液、固体）分散于另一介质中，形成一

种多相分散体系而制得。 

2.流变性：化妆品本身具有粘弹性结构，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如：稠、稀、浓、淡、粘、弹性、润

滑性等（流变心理学）的感觉。 

3.表面活性：由于胶体分散性，微粒表面与表面相互吸附，导致了物质表面性质的改变，从而使

化妆品具有表面活性； 

4.稳定性：在一段时间内，即在化妆品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即使是炎热或寒冷的环境，化妆品也

能保持性质不起变化，化妆品的稳定性不是永久的，一般要求 2～3年的时间。 

5.安全性：由于化妆品是与人体直接接触，且经常使用的化学品或生物制品，须确保使用者不受

到损害。 

6.功能性：是化妆品必备的特性，但又不可随意夸大。越来越明确的功能性是化妆品发展的一个

重要趋势。 

七、一般化妆品的基本成份 

一般化妆品的基本成份为八个部份：1、基质；2、防腐剂；3、保湿剂；4、色素；5、香料；6、

表面活性剂；7、抗氧化剂；8、添加剂。 

1.基质： 

主要由高级脂肪酸、高级醇类等组成的油脂、蜡类、碳氢化合物等合成。油脂对滋润软化皮肤、

抑制水份蒸发、保持皮肤柔嫩，并防止外界不良刺激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成份为高级脂肪酸的三甘

油脂。常温下为液体的称为油，为固体的称为脂。脂由高级脂肪酸和脂肪醇结合而成，分为动物性脂、

植物性脂、羊毛脂及衍生物。其中羊毛脂最接近人体的皮脂，它不溶于水，有较好的渗透和保护作用，

为主要原料之一。动物油脂中的鲨油、貂油、醇油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使化妆品具有良好的渗透性，

保持皮肤柔软润滑。 

2.防腐剂： 



由于化妆品中含有较丰富的营养物质。所以，严格禁止微生物的繁殖，避免使用时受到污染就显

得格外重要。故，防腐剂亦列为必备品。对防腐剂的添加，有着严格的要求，要达到对皮肤无毒、无

刺激，不影响产品的粘度、PH值、色泽及气味，并能有效抑制多种微生物的生长。 

防腐剂的使用量非常少，为 0.1～0.3%。 

3.保湿剂： 

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面部的小皱纹是由于面部表皮和真皮暂时缺水所致。一旦得到充足的水份，

这些小皱纹就会逐渐消失。故许多化妆品中加入了与皮肤天然保润因素相近的物质，如甘油、丙二醇

等，一些较新型的保湿剂——生物透明质酸的应用，使皮肤在不同温度和湿度的环境中，可自然将皮

肤湿度调节在最适宜的水平。化妆品优越的保湿性能，对保持皮肤水份、增白、防皱、抗衰具有重要

意义。 

4.色素： 

为了满足不同人对化妆品颜色的需求，有些化妆品中常需加入一些色素成份（色素的添加，并非

所有化妆品所必备）。天然色素是从动植物和矿物中提取；人工制造的色素，使用时要经过化妆品生

产部门的严格检查和限制。 

5.香料： 

为了使化妆品有清新诱人的香味，香料在化妆品中的应用较为普遍。香料同样有天然和人工合成

之分。而一种香精又是由多种成份复合而成。香型主要分为花香型和幻想型二大类。 

6.表面活性剂： 

化妆品中，一般都有需要添加阴离子型和非离子型的表面活性乳化剂，以达到活化有效成份，增

强化妆品各种效能的作用。 

7.抗氧化剂： 

为了保证化妆品在保存和使用的一段时间内，其中的油脂、蜡、高油性成份遇氧时不困氧化反应

而产生醛、酸等氧化物，而导致化妆品变质，故需要常规添加一定量的抗氧化剂，如生育酚等。 

8.添加剂： 

化妆品中一般都加入皮肤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营养成份，如牛奶、氨基酸、多种维生素、蜂皇素、

人参、银耳、花粉、灵芝、SOD 等，这些活细胞成份，是使皮肤增白变细、抵御黑色素的形成及延缓

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 

八、保湿化妆品简介 

保湿是护肤化妆品最基本的功能。但对于保湿化妆品，绝大多数消费者缺少足够的认识。当今保

湿化妆品的成分主要有水、保湿剂、油分。其它还有表面活性剂（即乳化剂）、增稠添加剂、防腐剂、

功能性药效添加剂、香料等。水是最重要的成分，一般采用去离子水，在膏霜中约占 30％-50％，在

乳液中约占 50％-80％。其它还有表面活性剂（即乳化剂）、增稠添加剂、防腐剂、功能性药效添加

剂、香料等。水是最重要的成分，一般采用去离子水，在膏霜中约占 30％-50％，在乳液中约占 50％



-80％。保湿剂多为一些醇类化合物，如甘油、丁二醇、二丙二醇、麦芽醇、聚乙二醇，现代新开发

的一些高效保湿剂较典型的有透明质酸、甲壳素等。 

另外，有些化妆品公司根据天然保湿因子的组成特点，将吡咯烷酮羧酸钠作为保湿成分加入到化

妆品里。这类保湿剂不仅能保持角质层的水分，而且能防止骨胶氧化物的形成，预防皮肤硬化，因而

大受推崇。 

油分原料种类较多，较为经典的是凡士林，被公认为是防止水分散失效果最佳的油分之一。但凡

士林透气性较差，量过多时皮肤会有一种被“糊住”的感觉。现代护肤品中多加入霍霍巴油等温和的

油分以减轻对皮肤的刺激，加入透气性好的硅油以改善使用感。表面活性剂的主要作用是使油分和水

分在一起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体系，让油分以小油珠（直径约为 1～10微米）的形式分散在水中，形

成稳定的膏霜或乳液。 

防腐剂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似乎越来越不受欢迎。的确，选用的种类和添加量均受国家卫生部门的

严格限制。但由于化妆品里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除非一次性用完，若二次使用造成污染，会使内容

物很快地腐化变质。 

因此，添加防腐剂是很必要的。一些很古老的防腐剂，在很长时间的使用史中，被证明是安全的，

如尼泊金酯类，消费者完全不必担心。 

九、生物化妆品脱颖而出 

在林林总总的化妆品中，一种新型化妆品——生物技术化妆品正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

青睐，大有取代传统化妆品和化学化妆品的趋势，成为第三代化妆品。风靡多年的化学化妆品，以其

种类繁多为人类美容业绘上了色彩斑斓的一笔，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副作用。 

例如：在化妆品中添加颇受有色人种欢迎的增白剂，它采用氢醌类的化学物质，虽在短期内有一

定的增白效果，然而长期使用，往往会造成皮肤受损。 

如果醌类化学物质渗透到真皮，还会造成胶原纤维增粗，长期使用并暴露在阳光下，二者联合会

诱导大面积的片状色素沉着等多种皮肤问题。而现在生物技术产品不同，它中间含有许多护肤养颜和

保健增白的物质。例如超氧化物岐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维生素 E、生物有机锗、熊果苷、

人参皂苷等。以上生物制剂都能消除皮肤细胞中的自由基，可抑制酪氨酸一系列氧化反应，从而能够

防治黄褐斑、雀斑等色素沉着，减少皮肤老化，使皮肤自然增白。 

因这些物质是来源于生物合成的产物，它易被人体皮肤吸收。目前，在国际市场开始流行或正在

开发利用。 

十、珍珠化妆品 

珍珠自古为美容养颜佳品。现代科学对珍珠养颜葆春功效的深入研究发现：珍珠中的有机物角壳

蛋白经水解后，能生成人体必需的天冬门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等二十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

酸。其中还有一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光基欧磷氨基酸”，其特殊湿润成分，可促进皮肤细胞的热能量

氧化供应，致使皮肤湿润、细腻。可修补破损细胞，促进人体营养补给。 



还含有延缓衰老的活性因子——卟啉类成份及多种微量元素，其中的硒、锗是难以获得的防癌、

抗衰老物质。能改善皮肤营养状况，使皮肤柔嫩、细润，防止皮肤老化，并可消除色斑等皮肤。 

珍珠既有装饰作用，药用价值亦不菲。明朝医圣李时珍《本草纲目》盛赞：“珍珠清热解毒，美

容养颜；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 

清末慈禧太后将珍珠视为每日必需的美容妙品，并由御医发明了一套独特的使用方法，使她到了

晚年皮肤仍像少女似的光滑润泽。 

 

第二部分 皮肤概论 

肤色，体现我们的人种，反映我们的健康，折射我们的心情。是什么让我们的肤色如此千差万别？

是表皮中的色素，它主要是黑色素、胡萝卜素和氧化血红素。胡萝卜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它在皮

肤的角质层中沉积下来，给皮肤染上黄色。血红蛋白的任务是向身体各处运输氧气，让我们的皮肤红

润而充满生机。黑色素是皮肤中最重要的色素，它是黑色素细胞中的黑色素小体产生的。黑色素细胞

生长在表皮的基底层，平均每 10 个基底细胞就有 1个黑色素细胞。 

这个比例没有人种的区别，白人和黑人都一样，肤色的差别主要是因为黑色素细胞的存在形式不

同，比如白种人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被膜包裹，集中在一起，而在有色人种的皮肤中，黑色素是均匀

分布的。 

肤色还和黑色素细胞产生黑色素能力的强弱有关，如果黑色素的含量少，皮肤反映出来的就是血

液的颜色，这就是女性梦寐以求的白里透红的最佳肤色。 

酪氨酸酶、多巴色素互变酶、DHICA氧化酶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酪氨酸一

步一步转化成恼人的黑色素。黑色素形成以后，一部分会被分解，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另一部分会随

着表皮细胞的脱落而脱落。 

上面说的都发生在黑色素细胞内部，80年代友好科研单位【日本の东珠研究室】也发现了另外

一种存在于细胞外部的物质，在形成色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是在血管的内皮中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内皮素。其实它是皮肤的角质细胞产生的，当皮肤受

到外界的刺激，比如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内皮素就会大量地产生出来，黑色素细胞接受到内皮素，就

得到了加速制造黑色素的信息，这样酪氧酸酶也被激活，黑色素大量增殖，皮肤就变黑了。如果皮肤

不同区域产生的内皮素多少不同，皮肤就会产生色斑。 

上面提到的酪氧酸酶、多巴色素互变酶、DHICA 氧化酶和内皮素，简称“三酶一素”，是让皮肤

变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物质，也是靓白皮肤问题的突破

口。                    

人体和外界直接接触的是皮肤。一个成人的皮肤表面积约为一万六千平方公分，占体重的 15%左

右。皮肤不只关系着人的美丑，更关系着人的生命与健康，用肉眼看，有的皮肤光洁美丽，有的皮肤

粗糙丑陋。但在放大镜下看，皮肤的表面都有很多的小凹陷，称之为皮沟，又有很多凸出来的皮山脊。

这些皮沟把皮肤的表面划分成各种形状，有菱形、有多角形，这些便叫皮丘。表皮的构造：大约厚度



为 0.02mm～4mm之间，因各部位不同而有所差异，生长过程，不断地由里往外推，推至最外层，即完

成生命的循环，成了死了的蛋白质，这过程大约 28天左右。由于化妆品主要是施用于人体的表皮上。

因此，我们针对化妆品应该对皮肤具备一些基本知识。 

一、皮肤的解剖结构（附图）： 

 

皮脂膜：皮肤表面有一层保护膜，由皮脂、汗、表皮的角质细胞组成。呈弱酸性，PH4.5～PH6.5。

功能：保持皮肤水分； 

保持皮肤光滑；防止细菌等异物侵入以及碱性的伤害；并决定皮肤的种类。 

皮肤： 表皮： 

有再生能力 

角质层： 

（成熟区） 

角蛋白：保持皮肤的含水量，抵御外来侵入，

吸收养份。 

NMF：自然保湿因子，保持皮肤水分，以及水

分调节。 

颗粒层：（成长区）皮肤防护带，含有晶样角素：折射紫外线的

伤害。 

有棘层：淋巴液，供给皮肤营养。 

基底层：（新生区）含有色素细胞，提供皮肤颜色； 

真皮： 

无再生能力 

乳头层：使皮肤具有弹性和张力。 

网状层：含有胶原纤维和弹性蛋白，具有缓和来自体外的物理刺

激的作用。 

皮脂腺：分泌皮脂。 



汗腺：分泌汗液。 

皮下组织：皮下脂肪及肌肉。 

表皮新成代谢：指表皮细胞从基底层产生，逐渐向外推移到表层形成角质层并衰老死亡的过程。

成年人表皮新成代谢周期为 28天。 

二、皮肤的基本功能： 

皮肤的基本功能有五个方面：保护功能、调节体温功能、感觉功能、排泄功能、吸收功能。 

1.保护功能： 

皮肤象一张不透水的韧膜，富有弹性和张力，完整地覆盖在身体表面，起着良好的屏障作用。 

表皮的角质层能抵抗弱酸和弱碱的侵蚀，可以防止水分和化学物的渗入，并能调节水分阻止过多

的水分蒸发和散发，从而保持皮肤的润泽。正常皮肤呈弱酸性，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繁殖。 

2.调节体温功能： 

人体能维持 37°C 左右的恒温，主要是靠皮肤的调节作用。当外界温度高时，皮肤的血管扩张，

汗腺大量分泌出汗液，防止体温随外界温度升高而升高；当外界温度低时，皮肤的血管收缩，汗液分

泌减少，防止体内热量的散发，维持恒温。 

3.感觉功能： 

皮肤的真皮层里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可接受温觉、触觉、痛觉和压觉。机体通过皮肤的感觉

作用，感受外界的各种刺激。 

4.排泄功能： 

皮肤上有汗腺和皮脂腺。汗腺的功能类似肾脏，可排泄水分和体内的代谢废物；皮脂腺分泌皮脂，

皮脂中的脂酸具有杀菌作用。 

5.吸收功能： 

完整的皮肤是不透水的，但对类脂质溶解物可以选择性地吸收，吸收的主要途径是毛孔。 

这就是许多的药品和化妆品可以通过皮肤吸收的道理。 

三、皮肤有哪些类型 

皮肤类型可以大致分为五大类：干性皮肤、油性皮肤、中性皮肤、混合型皮肤、问题性皮肤。 

详细情况如下： 

1.干性皮肤： 

毛孔不明显，皮脂腺分泌较少，因而比较干燥，但却显得清洁、细嫩。这种皮肤经不起外界刺激，

易老化起皱折。夏天易患日照性皮炎，冬天遇冷容易干裂。因此干性皮肤最需要美容保养。 

2.油性皮肤： 



油性皮肤比较粗厚，毛孔粗大，皮脂腺分泌较多，因而皮肤油腻、易污，这种皮肤虽不十分美观，

却更能经受风吹日晒，也不易老化，面部皱纹也比干性皮出现得晚一些。但是，由于较多皮脂，容易

阻塞皮脂腺分泌的出口而使细菌繁殖，所以，易生痤疮导致化脓性感染。 

3.中性皮肤： 

中性皮肤组织紧密，厚薄适中，光滑柔软，富于弹性，这是最理想的皮肤类型，但在成年人中并

不多见，仅在发育期的少女中可见。 

4.混合型皮肤： 

这是黄色人种中常见的皮肤类型，一般是指干性和油性两种性质的皮肤混合存在的皮肤类型。常

见的混合型皮肤又进一步细分为三类：①  A型混合皮肤；②  T型混合皮肤；③  O型混合皮肤。

以下详细介绍： 

①.A型混合皮肤： 

只有整个鼻部为油性，其它部位为干性皮肤。 

②.T型混合皮肤： 

只有鼻部和额部为油性，其它部位为干性皮肤。 

③.O型混合皮肤： 

鼻部、额部和颧骨部位均为油性，只有腮部为干性皮肤。 

5.问题型皮肤： 

①.过敏性皮肤 

特征：皮肤很薄，无光泽，通过肉眼能看见皮肤表皮下面的毛细血管。 

产生原因：使用化妆品后容易引起皮肤过敏或者太阳照射后容易发生日照性皮炎；饮酒或吃了刺

激性食物（如鱼、虾等）也会引起皮肤红肿发痒。 

保养重点：不要选择香料过重的化妆品，平时多吃水果、蔬菜，清洁皮肤时磨擦力不能太大。 

②.斑点皮肤 

特征：皮肤有不均匀的大量的色素沉着。 

产生原因：肝脏不好；化妆品选择不当 ；晒斑；内分泌失调等。 

保养重点：清洁皮肤、防晒；使用抗皱抗斑、美白作用的保养品；注意保养身体、睡眠充足、多

吃水果、适量口服维生素。 

③.粉刺性皮肤 

特征：通过肉眼能看见面部皮肤表面有发炎的小红疙瘩，严重的还有面疱出现。 

产生原因：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过大；饮食、睡眠不充足；化妆品选择不当等。 

保养重点：多清洁皮肤；注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选择清爽型的护肤品，尽量少化妆。 



四、怎样鉴别皮肤类型 

终端人员常常需要为顾客鉴定皮肤类型或指导顾客鉴定皮肤类型，并以此树立权威感，进一步取

得顾客的信赖。那么，怎样鉴别皮肤类型呢？一般分四种方法：1、目测粗分法；2、自我检测法；3、

仪器检测法；4、询问判别法。详细说明如下： 

1.目测粗分法: 

通过仔细观察皮肤有无光泽、油脂多少、皮肤弹性、润泽程度、毛孔大小、有无粉剌、暗疮、有

无皮屑等，以及其出现在面部的什么部位，并以此粗略判别皮肤类型。此法需要通过经验的积累来增

加判别准确性，经验丰富者能做到一看就准。目测时需要综合分析天气气候状况、顾客的年龄、化妆

情况及劳累情况等，都可能影响判别的准确性。 

2.自我检测法： 

自我检测法为介绍给顾客作自我检测的办法，分为三类：①、纸拭法；②、清洗法；。具体检测

办法如下： 

①.纸拭法： 

在一夜未使用化妆品用品的前提下，早上醒来时用一块清洁、细柔的纸巾或手帕，分别逐一擦拭

鼻部、额部、颊部、腮部等处，如纸巾油光光的即为油性皮肤部位；如纸巾无油且颜色淡淡的，即为

干性皮肤部位。如果仅部分皮肤部位为油性，则为混合型皮肤。 

②.清洗法： 

先用清水洗脸，暂时不涂化妆品。如果皮肤的紧绷感 20分钟内消失，即为油性皮肤；如果 40

分钟后方才消失，即为干性皮肤。 

3.仪器检测法： 

即以专用的皮肤检测仪器，对皮肤类型和皮肤性质进行检测的办法。 

4.询问判别法： 

通过对顾客皮肤过敏史和上述相关自我检测情况的询问，并以此判别顾客皮肤类型的办法。 

五、面部皮肤老化的标志是什么？ 

皱纹是面部皮肤老化的明显标志。产生皱纹首先与年龄有关，其次与面部表情肌有关。随着年龄

增长，皮肤逐渐变薄、松驰及失去弹性，皱纹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另外，面部表情肌丰富，表

情肌附着于皮肤，当它收缩时皮肤可在与它收缩方向成直角处出现皱纹，并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多和

加深。故表情肌所致皱纹往往显示皮肤的老化程度。面部皱纹主要分为二大类：动力性皱纹和重力性

皱纹： 

1.动力性皱纹是指其产生与面部表情肌收缩有关的皱纹。如： 

①.面部皱纹出现最早的当属额外负担部皱纹，位于额部中部，横方向，是额肌收缩的结果。 

②.皱眉纹出现得出较早，位于二眉之间，垂直方向，是皱眉肌收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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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眼角皱纹又称鱼尾纹，发于外眼角处，呈放射状排列，是眼轮匝肌收缩的结果。 

④.鼻唇沟皱纹一般人都有，但若过长过深，伸至下颌骨下缘，则属皮肤老化象征。 

2.重力性皱纹是指由于老化，皮肤松驰，加之地球的引力作用，逐渐产生出的向下垂赘的皱纹。

如： 

①.上眼睑的外 1/24皮肤下垂，呈现的“三角眼”。 

②.下眼睑下垂，同时眶隔脂肪从隔膜疝出，形成眼袋。 

③.下颏皮肤松驰形成“双下颏”。 

④.颈部皮肤松驰形成“火鸡颈”。 

六、影响面部皮肤老化的因素有哪能些 

  面部皮肤老化的程序与速度，特别是皱纹出现的早晚、多少、深浅，与年龄有一定关系，但

却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还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 

1.大自然中，风、沙、冷、热的不良刺激，易于促使皮肤老化。 

2.比起风、沙、冷、热等不良刺激来，对面部皮肤老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紫外线，且皮肤的老化

取决于紫外线的累积照射量。 

3.下列因素可致皮肤早衰：用过热水及肥皂洗烫皮肤、吸烟、酗酒、任意节食、滥用化妆品、不

合理的面部按摩、皱眉、挤眼、撇嘴等不良习惯及生活无规律，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等。 

4.偏食和暴饮暴食，精神及心理因素不良等，均会促使皮肤早衰。 

七、护肤的第一密友——洁肤 

对一般人而言，在 24岁以前只需要维护皮肤的清洁与健康即可，24岁以后，左右肌肤美丽的三

大要素——纹理、弹性与光泽就开始有了变化，也就是皮肤开始出现老化现象，此时就需要开始皮肤

的养护工作，才能维护皮肤的柔细与美丽。 

若从护肤美容的角度，为面部皮肤寻找最密切、接触最频繁的伙伴，恐怕非洗脸洁面莫属了。 

洗脸每日必需，与皮肤关系甚为密切。也许因为它太平常、太普通，有些人丝毫感受不到它的重

要，只是每天例行公事般“蜻蜓点水”简单洗洗，什么水质水温、方式方法、时机次数等全无概念。

到头来皮肤回报给予她们的只能是过早地出现皱纹和表皮的松驰。让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一下洗脸中的

学问： 

1.过热的水会使你早生皱纹： 

有关洗脸的水温究竟是冷水好还是热水好，众说纷纭。但我们认为，除去以锻炼为目的者用冷水

和热水交替洗脸外，以美容为目的者应用 20°C 左右的水洗脸最佳。因为用过冷过热的水洗脸，都

会对皮肤产生不利影响。用低于 10°C 洗脸，虽然能使皮肤的毛细血管收缩，毛孔闭合，提高皮肤的



耐受力，但不易溶解皮脂，洁肤效果差；如果用高于 30°C 的水温洗脸，会过份溶解皮脂，扩张血管，

松驰皮肤，使皮下脂肪和水分大量流失，导致皮肤外层干涸、无光，早生皱纹。 

2.过频地洗脸是皮肤松驰的成因： 

洗脸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养护皮肤，可是过频地洗脸会带来事与愿违的效果。因为皮肤上的皮脂

是有限的，一般洗脸后约三个小时能形成一层充分的皮脂膜来保护皮肤，如无限制地过频的地去清洗

它，导致皮脂大量丧失，使表皮失去应有的保护，促使皮肤粗糙、起皱。 

除油脂分泌旺盛者外，一般每日二次洗脸为宜。 

3.洗脸手法及用具也影响其效： 

要想使每日的洗脸成为有效的洁肤护肤方法，其手法是很重要的。因洗脸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按

摩的过程，正确的洗脸方法是：所用的香皂或洗面奶应先涂抹在手上，着水搓出泡沫后，再擦在脸上。

手部清洁动作应按肌肉走向及血液循环方向按摩，从面部中央向外侧洗，从下往上洗，用力要均匀，

动作要轻柔，清洁后要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 

洗脸用毛巾、丝绵、洗面扑等，用后应晾于通风处，潮湿季节每十天半月应煮沸一次，不能煮沸

的应置于有阳光处晾晒。以保持洗面用具的清洁卫生。 

4.不要全面摒弃香皂洗脸： 

时下广泛应用洗面奶等洁肤用品清洁皮肤，但对于皮肤油腻者，不应摒弃用香皂洗脸，以保证清

洁效果和油性皮肤的清爽。 

5.软水洗脸可事半功倍： 

同样用水洗脸，选择软水（蒸馏水、凉开水等）洗脸会比硬水效果好得多。因为硬水（井水、河

水等）内含大量钙盐和镁盐，长期用硬水洗脸，会使皮肤干燥变粗。而用软水不存在上述问题，且较

容易被皮肤吸收，对补充皮肤水分，防止皮肤干燥老化有很好的效果。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某些受污染的地表水，或含有某些特殊金属离子的地下水，可能会与某些功能

性药物添加成份发生不良反应，使之失去应有效果，甚至损伤皮肤。所以，我们提倡每日用温开水洗

脸。 

八、四季皮肤的正确保养 

1.春天如何保养皮肤： 

一般来讲，由于气温回升、日照时间延长，皮肤开始从严冬的干燥、易皱中逐渐缓和过来，新陈

代谢随之旺盛，肤色和肤质都随机能的活跃而得以改善。但由于春风仍然比较干燥，加上刚刚“恢复”

的皮肤还比较脆弱，而且敏感，保养中还得注意以下几点： 

①.干性皮肤和中性皮肤者，仍应注意皮肤的充分保湿，选用保湿补水性能比较好的护肤品。 

②.春风中常常带有较多尘埃，油性皮肤者应特别注意皮肤的清洁，保持毛孔畅通，可选用乳液

型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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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春末初夏，日光渐渐强烈，对于经常在户外活动的人，应开始采取措施防晒。可选用凝胶型

的防晒护肤品。 

④.春天是鲜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常常含有花粉，特别是在郊外，过敏型皮肤者应注意，这期

间可能出现花粉过敏。应提醒过敏型皮肤者：发生皮肤过敏应向化妆品的专业人士求教，严重者应到

医院就诊。 

2.夏天如何保养皮肤： 

炎炎夏季，皮肤的更替比其它季节明显加快，大量死亡的角质细胞堆积在表皮，与大量分泌的皮

脂和汗液混合，易于堵塞毛孔，影响皮肤代谢，产生粉刺。所以，夏季皮肤保养的重点：一是清洁皮

肤；二是皮肤防晒。 

3.秋天如何保养皮肤： 

初秋时节，天气虽有了凉意，但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仍然十分强烈，防晒不能懈怠。到中秋时节，

皮脂与汗腺分泌功能开始减缓，皮肤开始干燥起来，不及时补充水分，皮肤就会变得粗糙、多皱。故

应选用一些膏霜类低油性的保湿护肤品。 

4.冬天如何保养皮肤： 

冬季是皮肤保养的关键时期。由于气候寒冷、空气干燥，皮肤机能活动下降，不但干性和中性皮

肤会感觉紧绷不适，干燥皱裂，就连油性皮肤也会因冷空气的侵袭、散热的加快，以及油脂分泌的减

少、挥发加快而出现干燥起皱。在冬季的保养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采用 20°C 至 30°C 的温水洁肤。 

②.洁肤后待皮肤尚没有紧绷前，即应使用护肤品。 

③.干性和中性皮肤者，可根据当地气候情况，选用膏霜类稍微油性的，具有较强补水、保湿功

能 

  

第三部分 化妆品销售渠道 

我们谈化妆品专营店，化妆品专营店是指以销售护肤品为主的，这里 70％兼做皮肤护理，这种

有具备的专业服务职能，有极少数兼作美容和化装服务，化妆品专卖店一般是指由品牌所有者直接设

立或当地经销商加盟直营，只经营某一个品牌或者是某一个化妆品体系，这样的零售店，在一般情况

下专卖店均含有或者是部分含有品牌供应商的资本。也就是说，我开的是我们经商看见的雅芳专营店，

雅芳有一定的投资在里面。那么，在中国有一些变化，也有完全经营形式的。那么，更加典型像滋生

堂，滋生专卖店就是全资的。化妆品专营店在传统的零售业态当中，在去年成为一枝独秀，传统业态

杂货店铺五，销售亭和其它类型的店铺，销售的门店数量和销售额都持下降趋势。但是，在这当中来

说，化妆品专营店一枝独秀。2004 年增长数量上比 2003年增长 28％，达到 57000 家，成为化妆品领

域两大活跃因素之一，一个是美容院，一个是化妆品专营店。 



专卖店还在导入期，专营店最早的，比如保定的一家店是在 87年开始做化妆品专营店。那么，

经过十多，二十年德培养，化妆品专营店已经是一种快速成长的增长态势。那么，我们再看这种发展

以后，化妆品在二十一世纪有哪些主要的渠道呢？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化，比如成为高端

品牌专柜的主渠道，超市成为日用洗净品的主渠道，美容院成为个性化、特色化、功能性化妆品的重

要渠道，专营店成为特色化妆品的重要渠道，专卖店是自有品牌直接推广的主渠道，无店铺销售是好

准的少数品牌渠道。其它还包括便利店、药店、电视购物、邮购等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的销售渠道。 

化妆品专营店现在的竞争由于发展快，所以加入者，再加上厂家的推动自发的加入和其它行业的

进入，形成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它首先是超市对洗化及低档化妆品的竞争，这一块在三级市场

都有很大的盈利，尤其是临近沃尔玛、家乐福、易初莲花等等，抽象的冲击越来越强烈。你一定要给

超市玩它的短项，你要拿你的段项玩的他的长项，再用你的产项玩他的短项。美容院对高档群体的争

夺，现在的美容院的运作越来越规范了，提高了美容院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增强了对贵客的亲和力

和信任感。中高档需求的顾客，特别是对功能有明显需求的顾客，偏好美容院。特别是近年来许多的

美容院开始注重家庭妆的销售，开始领悟到柜台陈列的重要性，投资改善陈列环境和陈列条件。 

美容院有 5－10％，柜台的感受非常的快速。这里我经常跟美容院在讲，其中讲一个比方，让他

们明白陈列的重要性，我说如果在海里面游泳，一潜下去就捞到了泰坦尼克海洋之星的宝石，如果我

把那块宝石拿来放在义乌、五爱市场这些大流通市场每一个门口，铺一块红布，放在红布上卖 2000，

有人吗？没有人买。如果是美国人捞到了，全球循环展出，现在到北京来了，在北京中国银行的大厅，

放了一个大保险柜，有一面是玻璃，看到海洋之星在里面旋转，左右两面还有拿着枪的警察，很多人

去看惊叹确实价值连城。但是，美国人怕在哪个国家弄丢了，弄的是仿制品，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

这些只是厂家产品的保障吗？实际上为什么在很多专营店，也包括美容院，顾客一去以后，老是侃你

的价，侃的老板一让再让，让到不能让了，顾客还侃呢？你的陈列条件告诉顾客你不值那个钱。我们

到兰蔻柜台，有一个女士，三十多岁，穿的很高档，给柜台小姐说你打不打折，柜台小姐说我们从来

不打折，她说没有打折，就掏钱了。 

后来，我们一问，这个女士的先生是资产上亿的，而这个营业员一个月的收入是两千八。为什么

上亿的人跟两千八收入的人谈价的时候底气都不足，说没谈价的就不说价了，为什么呢？不是兰蔻品

牌的问题，还有柜台，美容院开始强化零售，从家电中开始。那么，化妆品专营店真正的竞争对手应

该是美容院，因为这两个因素说了最活跃的。如果说超市和商场抢走了美容院专业店营业额，那个是

抢走了利润。把差异化经营、培养支柱品牌，提高店面形象，塑造美国时尚文化，在某些老板不被重

视，怎么用这些思路去做，怎么跟超市玩，怎么跟商场玩，玩不了，一定要用先进的经营方式去做。 

那么，化妆品专营店的形象提升也是一个遇到的问题，化妆品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时尚，化妆品

不做时尚，做不好的。不时尚的品牌就是衰老的品牌，不时尚的化装专营店就是集合力不足的化妆品

专营店。许多专营店都三年以上的老店，时尚都没有，你想到没有许许多多年轻女孩子，你化妆品专

营店未来最重要的主顾，她们越来越感觉到你们的店是年长人才光顾的店，不是她们的店。原有的商

圈发生挪移和变化，城市在发展，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市政规划的重新规划，突然发现你以前是一个

旺地，然后门前冷落，该怎么办？那么，规模扩张和管理能力的矛盾，很多化妆品专营店，做一家做

的非常好，小店变中店也还行，中店变大店变出麻烦了，一家变两家还可以，两家变三家、四家，变

的亏本了。甚至搞了三、四家，最后又成了一家。这表明经营者的能力，已经落后于你店发展速度了。 

化妆品专营店的经营，我们要这样来构思它。我们要有一个基础的平台，要解决刚才提到的六大

基本问题，怎么跟超市竞争，怎么跟美容院争夺高端的客户群，争夺利润，怎么跟超市来争夺这种人



气，人流量，怎么跟同行竞争，而不是玩的大家都万死为止，怎么让形象提升，有一个时尚的店。怎

么解决旺地门前冷落的问题，还有现在这个业态发展非常快，老板的能力跟不上发展又该怎么办？所

以，化妆品专营店要牢牢把握住它的发展核心有哪些。第二个，要做出特色化经营管理，这样构思它

的发展，我们现在谈专卖店发展的核心，第一是连锁，化妆品专营店发展连锁是一条必由之路。你感

觉我这个店儿子上大学的钱够了，不用送去国外读书，开一个 QQ轿车够了，不用开桑塔纳，你开一

家店就够了。如果你想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连锁是必由之路。 

以前的专营店是专卖经营化妆品的店，这个概念已经落伍了，应该是化妆品的专家来经营，使专

业人员购买的化妆品店。因为现在消费者的成熟速度非常快，以前一家专营店的老板让他的子女读了

初中来，只要会数钞票就可以。如果现在还是这样的人，顾客都比你的化妆品知识在丰富的时候，你

已经没有办法做专营店的买卖了，还有时尚化，特色化。改变摸索式的粗放式经营管理为科学化的经

营管理，专营店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摸索发展的，夫妻搭档的比重非常大。大幅增加与顾客的接触与沟

通，为什么美容院对顾客能够抓的牢一些，为什么专营店抓顾客难度大一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美容院只要你要做一次美容，最快你进店到出店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专营店很多顾客进店以后到出店，也可能只有三分钟，五分钟，买了就走，这种够顾

客的沟通，接触的时间太短了，都成了流动式的顾客了。所以，化妆品专营店要加强顾客沟通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品牌都在这样做，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这些直传销的，比如雅芳、浙江欧

诗漫、安利，经常搞一些顾客的聚会，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实际上国际大品牌，包括刚才讲的兰蔻

都在搞，只不过方式不一样。我们化妆品专营店顾客不稳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沟通时间太短了。那

么，在这里面我们特色化又分开来谈，化妆品要做出特色化经营管理有五个方面，一个是迎客待客特

色化，清洁卫生特色化，技术技能管理特色化，设备硬件管理特色化，营业空间管理特色化在我们整

个做化妆品专营店普遍没有概念，怎么把空间做出特色化来。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谈营业空间管理，

营业空间管理整体是要有美感，品牌和营销观念的发展，消费者心理的变化，顾客对于购物过程当中

审美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 

化妆品的展示与陈列中注重美的形式，使视觉形象的审美功能更加突出。展示工具我们要用出来，

用形、意、声、光、色协调一致，主题显明的化妆品展示空间。要搞好化妆品专营店的特色化经营管

理，就要把体的店当做一个出售美丽梦想的地方来营造直观形象。那么，特色化店面管理分为色彩、

光列、气味、音响。色彩管理，对化妆品的时尚内涵的挖掘和表达，使之能够反映顾客的内心世界。

化妆品专营店是一个时尚性的产业，要蕴含着丰富的时尚的韵味。这样，你的化妆品专业店受到更多

的欢迎。色彩组合，色彩是视觉形象中重要的因素，它有很强的象征性。色彩能表达丰富的情感，在

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的精神、情绪和行为。色彩的装璜，化妆品的专营店最有效突出化妆品特点。不要

用鲜艳的色彩来分散顾客对化妆品的注意力，化妆品店不要搞的色彩缤纷。你在搞成了你的环节色彩

缤纷以后，顾客对化妆品的注意力就会引到墙上，天花板。特别是附属的美容服务空间，适宜采用大

块的色彩。一些附属的空间适宜大块的色彩，这个也能够看出来。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光亮的管理，光亮的照明设计，店内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广电，一个基本的

原则就是店内比店外亮，这个照片在欧洲是大白天照的，因为当时老相机照的，照出来以为是晚上照

的，这是大白天照的，你就知道亮度有多高。这些都腾看出来欧洲的店都是店内比嗲外亮很多，从这

张照片可以看出来是大白天，你看这个地方，这里是店外，是白天照的，把店内弄的非常的明亮。你

们看这是国内照的，这是我们普遍出现的店，这样的店怎么招客进门？你们再看这样的店，你认为有

人敢进去吗？这样的店到底是做化妆品，做美容的，还是干什么的？化妆品零售空间的灯光，适宜采



用纯白双管日光灯，日光灯照明度是均衡的，而且双管弥补了单管日光灯的死角。化妆品专营店只有

一个地方需要光线不足，收银区，以减少消费者的压力。该亮的地方要亮，该暗的地方要暗，常常很

多地方搞反了。附带的美容空间是一个私密的场所，需要的是要明亮，又不能太亮，需要的是柔和的

光线，这样顾客才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像这样，这是明亮的，明亮的是因为设备，有林台很柜

的设计，上十万的设备就需要林，但是有窗帘，窗帘一拉上以后光线就非常柔。这样的装饰用的是自

然光，把门一关上以后，像十五的晚上在露天来作美容，体说这样的光线，顾客会不会感觉很好？ 

气味，我记得在 2003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女性，张女士在国营单位上班，后来国营单

位垮掉了，她利用她的能力在外资企业干上了，她的收入是全家最高，比先生都高。由于她需要很多

的交往，她工作也很忙，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了，她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往家里走，在半道绕道菜市场买

菜，买回家做饭吃，他先生回来是看电视，儿子回来以后做作业，直到饭菜做好以后才叫他们来吃饭，

吃完以后她又开始收拾。最后想起要做周护理，然后她往化妆品店去。 

化妆品店的老板非常好，楼下是零售，楼上开了一个售后服务的有六张床，做的比好，经常跟张

女士做服务的是刘小姐，刘小姐那天星期五做售后服务的人多，老板看着都是排队在等，老板就把晚

饭盒饭买来了，一般说来就是三块钱的盒饭，那天看着都比较忙，就买五块一盒的套餐盒饭。到刘小

姐把前一个做完的时候，老板说小刘赶紧来吃饭，那边还有一位王小姐等着你。小刘看着老板把饭拿

给她，比以前还要丰盛，躲在前台后面吃，赶紧吃完，吃完马上笑容出来了，马上叫王小姐我们到楼

上去，因为休息在楼下做护理在楼上。王小姐刚坐了一会儿，张女士来了。这个人现在在外资企业做，

收入比较好，小王推销东西，她常常都要买，所以把她作为一个重要的顾客。老板一看见她停自行车，

马上迎出来，这个女性还没有推门的时候，这个老板已经把门拉开了，欢迎，请进，马上请进来。这

个在外资企业干已经干到经理级的人才走进她的化妆品专营店跨了三步，突然感觉到头上挨了闷棍，

她感觉到这个老板一棍把她打回厨房去了，因为她闻到整个都是饭菜味，她认为她打回她家厨房去了，

她什么好心情都没有了。 

那天那个刘小姐给张女士推荐产品，怎么推荐都怎么顶着，都唱反调，刘小姐一直没有搞明白为

什么，今天她肯定是跟她老公吵架了，在单位上挨批评了。我们作为旁观者明白了，是什么原因？气

味。化妆品专营店的气味是非常重要的。当顾客闻到前台和美容顾问的饭菜味之后，就联想到晚上做

什么给老公孩子吃，这样破坏了客人追求时髦，想超凡脱俗的雅趣，无法再接受你的皮肤诊断了。在

附带的美容空间，是要戴口罩的。还有一些衣服上的汗味，体味，这些都是跟顾客打交道要禁止的。

化妆品专营店气味禁忌，店内吃快餐等等异味都要排除。 

陈列管理，顾客动线和陈列的关系，顾客进店以后，是怎么进店的，最终怎么走出店，在店里面

所有走向行程叫做动向。要点大众传媒广告把他拉进来。我们做一个具体的分析，这是一个最简单化

妆品专营店，进店以后怎么走？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柜台的零售额跟柜台经过前的人数成正

比。还有进店的人气等于进店人时间的总和。如果前面是一条街，顾客在经过的时候一个是看到橱窗，

一个是看到 A和 B 两个点，顾客心态分析，对女性最有吸引力的化妆品是她梦寐以求的化妆品，而梦

寐以求的化妆品常常也是略高过她们正常购买能力的化妆品。她们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她天天在用的

东西，她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她常常感觉到买不起，又想用的东西。所以，在 A、B这两个点，应该是

陈列知名品牌，广告品牌，高档品牌。 

这是从这个方向走，从那个方向走过来，从这个方向走过去的 A、B两个点变到另外一面。也就

是说在这个区高档形象区，要陈列高档品牌，知名品牌，这些原则是按品牌来陈列。到 B点以后，容

易看到是 A点，那么这个高档区都是她们梦寐以求的品牌，而且都按品牌的方式来陈列。如果到了 A



点最容易看到 C点或者是 D点，在 C点陈列的应该是中低价位的化妆品，比如说 A、B可以放兰蔻，

或者彩妆的美宝莲，C点放中低一点的，稍微大众化一点，看到 A、B两点以后感觉东西很好，但是

想到给孩子还要买一双皮鞋钱不够，就看到 C点和 D点。女性在购化妆品犹豫的时候，往往要左顾右

盼，如果看到 C点的时候中低价位的，比如像妮维雅这些，就到 C点去看，就能实现她们的梦想。 

那么，D点是中档或者是中偏高档的化妆品，ABC消费档次中间，满足他们对功能性的需求。如

果到了 C点以后，顾客主席消费能力有限的顾客，她回头一看妮维雅这些都柜了，结果看到 E点，是

大宝 SOD 蜜，她可以买。那么，F 点的陈列应该参照 D 点的陈列，是一种功能性和中高档的。那么，

这一类是利润率偏高的化妆品，因为品牌类的产品，特别是广告品牌，主推的品牌利润率是偏低的。

那么，怎么引进来，既要用有利的品牌招客进来，又成为有利润，或者利润偏高的品牌。在陈列上还

要注意，我们好多陈列化妆品的时候，知名的品牌，在大商场兰蔻柜台看可能很艺术化，但专营店不

一定那么做。我们作为顾客进店以后有两种心里比较典型，一种是个性化心里，他们认为陈列少的商

品是别人挑剩的，所以化妆品专营店陈列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环节，这是国外的一些化妆品专营店，陈

列是密密麻麻的。第二个是以化妆品种类的多少来推测专营店受欢迎的程度，你的化妆品密密麻麻的

堆满了，说明你这个店东西很好卖，受欢迎，这是个性化的心里。 

我们再来看从众心里，主观地推测大量陈列的化妆品一定是畅销的化妆品，值得买。从众心里的

第二是推测大量陈列的化妆品一定是质量好的，才生产出来的化妆品。从众第三个如果不好不可能陈

列在那里，肯定是好的才会放他么多。从众心里四如果化妆品有问题，受损害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所

以，很多化妆品专营店讲究形象，不一定是正确的。我前面说的 AB两个点，应该是品牌化陈列，是

讲形象的。里面这个地方，都应该是堆码式，不要以为只是洗发水要堆码式，化妆品同样也可以。你

们看过爱的陈列，很典型，甚至是一些很知名的品牌都是堆码的。 

气氛，顾客在进店之际，不仅对于化妆品的品牌和其物理性及实质上的吸引力有所反应。对包装、

乐趣和其它附带的因素都会有所反应。化妆品专营店的气氛对购买者的购买和美容都起到影响。这一

氛围在外面一个是店招，店招是专营店的脸面，在吸引顾客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店招告诉人家我

这个店是干什么的。我们有售后服务也可以做，2号买法国某某某套装，送法式眼部保养等等。这是

在台湾拍的店招，请大家告诉大家。好多人重视口碑，卖好产品，服务到家，口碑是你常常推动来的，

请大家转告大家，这是推动口碑重要的元素。化妆品点的外观，所有人在第一次进入一家商店的时候，

都是凭借对店面外观的判断是否走进去，所以顾客是否光临你这家店，不仅仅看招牌，还要看外观，

要根据你这个店的目标，对象的特别来营造风格，有时尚、青春、活泼、喜悦的氛围。从装修、状态，

从设计到布置，都要融入美学、心理学、广告学基本知识。要营造出让人感觉轻松、极具亲和力，赏

心悦目的店。 

厨房，厨房是专营店的眼睛，店面这张先是否迷人，橱窗很重要。 

地板，地板有刚、柔两种，有些是圆的，有些是菱形的。比如男士店常常用一些菱形的线条比较

硬的地板格调，女性的不一样。那么，不同地板有不同材质，木头、花岗石等等。通过对店内的装饰

突出店内的特点，比如盆景植物，悬挂附着仿真植物。因为国外专营店也有售后服务性质，只是收获

服务倾向于化彩妆。当然，也有做护理的，其中一家小店有三张床，比较简陋，顾客带来的东西容易

丢。为了防丢怎么办呢？拉着一个铁丝，一个花篮上面是一个塑料花，顾客随时携带的钱包放在上面。

而且，装饰成又简单，又不花钱，通过这种藤蔓植物一缠绕以后显得非常好及这是在欧洲的化妆品专

营店，这个店非常注重植物，店内植物装饰非常多，每天下班的时候，开晚会之前，所有人都把它放



到烟台上去，每个花都有人负责。早上开找会以前又全部搬进来。这是楼上售后，弄油画挂在这里，

格调很协调，一看显得很有档次。其实，这个在批发市场买的，一、二十块钱，但是氛围就出来了。 

音乐的管理，声音，种类和密度，可对专营店的气氛产生积极的影响，甚至是消极的影响，音响

可以使顾客感到愉快，或者是不愉快。令人不愉快或者是难以忍受的音响，会使顾客的神经受到影响，

甚至毁灭专营店刻意营造的购物气氛。美国有 70％的人喜欢在播放音乐的专营店买东西，但不是所

有的音乐可以达到好的结果。在专营店里播放柔和而节拍慢的音乐，会使销售额增加 40％。这个秘

诀在国外的化妆品专营店都很熟知，如果放快节奏的音乐，是告诉你我要关门了，你赶紧走吧。到这

个时候，就要放爵士，迪士高。所以，顾客很快离开，他收拾下班。化妆品专营店的音乐要放区。讲

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3 年在南宁开一个会，一个省的化妆品的会，下午两点钟有个演讲，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一看头发有点乱，我说找一个美发的地方把法弄一弄。走出去以后，先看到前面照

片一样，里面光线亮不亮我看不出来，但是不但它的窗户有厚厚的帘子，连门都有帘子，如果不是门

外面挂一个牌子叫做营业中，我不知道那家店在做买卖，而且是发廊，这样的店我不敢进去。第二家

店，虽然门没有窗帘，但是里面很黑，我也不敢进。 

第三家店光线明亮，而且人还很多，我就进去了。进去那个小姐说，先生你稍稍等一下，先喝点

水，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下，我抬头一看一个门，门上面有几个字，美容室，发廊里面放的是爵士

音乐，理发的很带劲，我就想里面放的什么音乐，我想去看，这边还有两个牌子，有一个写着 WC我

往那个方向走，经过美容室的时候，耳朵一听，里面放的跟外面完全一样。人都是有节奏感的，做美

容，做售后服务是慢慢的，你做成这样了，你说这是做护理吗，顾客还能感觉好吗？音乐是要分区的，

不同环境，不同条件，是要不同音乐。前面也谈到了，你的化妆品专营店需要人气，没有好的音乐，

太快了，把人赶出去了。接待区的音乐是要比较柔缓的，，爱尔兰的风格，个性的声音，音色更加突

出，将听的人引入虚无缥渺的梦幻当中。越是具有民族幸得东西就越是世界性的东西，让听的人流连

忘返。这个音乐让顾客放轻松，自然舒缓的轻音乐，让顾客进店以后，生怕迅速把钱掏走了，你这种

音乐让她放松下来，坐在前台慢慢听着音乐，跟你的美容顾问沟通。这样就能够增强美容化妆品的服

务，这些音乐带着顾客的利益感，强化美容顾问对顾客利益的诉求。 

化妆品专营店年轻化的顾客为主，就是年轻化为主的，你的节奏就可以稍稍明显一点，这是一张

叫天堂鸟的，具有美感，有一定的节奏感，可以营造美的氛围的同时，促进顾客做出购买的决定。富

有节奏感的熟悉音乐，可以缩短美容顾问与顾客的距离。节奏感不等于是快节奏。那么，中年的顾客

需要的就是一种轻松的，营造一种梦幻的，舒缓的，慢慢的浏览。老年的也要柔和而慢的节奏，比如

蔡琴的歌，让老年人回想起谈恋爱时经常听到的音乐，一听到就有年轻的感觉，暗示她我的化妆品让

你重回浪漫时光。一些粤语老歌的地方，徐小凤的音乐是可以做到的。那么，高端社区，比如你在一

些高校，在一些北美聚集区开的化妆品专营店要放高雅的音乐，比如出水莲。美容护理区又不一样。

这是竖琴，没有天使弹吉他，钢琴，都是弹竖琴的。竖琴带引你进入一种超凡的境界。终端聚会，我

们前面说了化妆品店需要跟顾客的沟通，顾客聚会很重要，聚会一定要有好的音乐配置，招客的音乐，

顾客入场的音乐等。在旷场演示的时候，音乐一响，把人招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