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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化妆品基础知识

什么是化妆品 ? 

化妆品是指以涂擦、 喷洒或者其
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 毛发、
指甲、 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
保护、 美化、 修饰为目的的日用
化学工业产品。

我还以为只是
涂在脸上的那
种才叫化妆品
呢 ~

咦，鹿医生，原来
平常清洁用的沐浴
露、 洗发水也算作
化妆品！

用于染发、 烫发、 祛斑美白、 防晒、 防脱发的
化妆品以及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为特殊化妆品。
特殊化妆品以外的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 国家
对特殊化妆品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实
行备案管理。

値得注意的是，以下不属于化妆品哦：

进口化妆品可以直接使
用中文标签，也可以加
贴中文标签；加贴中文
标签的，中文标签内容
应当与原标签内容一致。

化妆品标签
应当标注下列内容：

化妆品标签禁止标注内容：

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内容

违反社会公序
良俗的内容

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标注的其他内容

特殊化妆品 VS 普通化妆品

使用目的超出清洁、
保护、 美化和修饰
目的的产品，如宣
称具有医疗作用的。

使用方法超出涂擦、
喷洒或者其他类似
方法的产品，如采
用口服、 注射的。

使用部位超出人体
表面的，如深入真
皮层或者皮下的。

美容仪器、
美容设备。

化妆品标签有哪些要求？

特殊化妆品注册编号规则：
国产产品
国妆特字 +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注册产品顺序数；

进口产品
国妆特进字 +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注册产品顺序数；

中国台湾、 香港、 澳门产品
国妆特制字 +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注册产品顺序数。

1.

2.

3.

普通化妆品备案编号规则：
国产产品
省、 自治区、 直辖市简称 +
G 妆网备字 +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行政区域内备案产品顺序数；
进口产品
国妆网备进字（境内责任人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简称）+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全国备案产品顺序数；

中国台湾、 香港、 澳门产品
国妆网备制字（境内责任人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简称）+ 四位年份数 +
本年度全国备案产品顺序数。

1.

2.

3.

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
TIPS

明示或者暗示
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

如何识别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

产品名称、 特殊化妆品
注册证编号

注册人、 备案人、 受托
生产企业的名称、 地址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全成分

净含量

使用期限、 使用方法
以及必要的安全警示

法律、 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
标准规定应当标注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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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儿童化妆品知识

选购化妆品前，消费者应该对自己肌肤和发质有
一定了解，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才能更好
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

比如超市、 百货商场等有合法营业执照的门店或
正规电商平台购买化妆品。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或者手机 APP “ 化
妆品监管” 查询化妆品的注册或备案情况。

看看是否有变色，油水分离或长霉斑等现象，闻
一闻有没有变味。

化妆品成分表所标识的成分名称按其在配方中
含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即排位越靠前，表明
这个成分在该化妆品中的含量越高。

取少量涂在耳后或前臂内侧，确定没有刺激或
未见异常，再购买使用。

购买时索要发票或商场小票，并保留化妆品的
包装。

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 12 岁以下（含 12 岁）儿童，
具有清洁、 保湿、 爽身、 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

标识 “适用于全人群” “全家使用” 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
谐音、 字母、 汉语拼音、 数字、 符号、 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
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

出现下列情况的也需要按儿童化妆品管理的哦：

选购化妆品需注意什么？

什么是儿童化妆品？

1. 根据肤质选择化妆品

2. 选择正规途径购买

3. 查询产品登记信息

4. 观察产品质量

5. 查看成分标识

6. 试用产品

7. 留存购买凭证

05 06



如何科学选择儿童化妆品？

婴幼儿皮肤表面的 pH 値约为 4.0-5.9，
现有研究表明，维持皮肤的弱酸性环境对
于皮肤屏障的发育很重要，因此，婴幼儿
适宜选择弱酸性的洗护产品。

根据婴幼儿个体需要，结合不同的季节、
环境来确定，通常每天或隔日沐浴一次即
可，宜选择刺激性小、 温和的沐浴及洗发
产品。

沐浴后 5 分钟内，应使用婴幼儿皮肤护理
产品涂抹全身，每 12 个小时使用一次或
按需使用，并根据婴幼儿皮肤干燥程度、
季节、 环境等选择不同的润肤产品。

户外活动需求较少，不宜使用防晒产品。

皮肤娇嫩，体表面积与体重的比値较
高，涂抹防晒产品更容易发生不良反
应，因此，不宜使用防晒产品，应当
避免日光直射期外出（每日上午 10 点
至下午 2 点）。 需要外出的话，尽量以
戴帽子、 打伞、 穿着浅色纯棉衣物等
物理遮盖的方式防晒。

以衣物遮盖防晒为主， 也可以使用
SPF10/PA+ 以内的物理性防晒产
品，以霜剂产品为宜。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

这个标志。

此前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
儿童化妆品，未按照规定进
行标签标识的，化妆品注册
人、 备案人应当在 2023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产品标签更
新。

消费者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

“小金盾” 是儿童化妆品
区别于成人化妆品、 消毒
产品、 玩具等其他易混淆
产品的区别性标志。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申
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
妆品，必须标注 “小金盾”。

2023 年 5 月 1 日后生产
或者进口的儿童化妆品
必须全部标注“小金盾”。

童

如何正确认识
儿童化妆品标志 “小金盾” ？ 防晒产品沐浴和护肤产品

弱酸性洗护产品 新生儿

6 月龄以下婴儿

6 月龄以上至 2 岁的婴幼儿

沐浴的频率和时间

沐浴后护理

酸碱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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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化妆品不良反应知识

什么是化妆品不良反应？

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正常使用化妆品所引起
的皮肤及其附属器官的病变，以及人体局部
或者全身性的损害。

咩咩，你这是使
用化妆品发生不
良反应了呀！

什么是化妆品不良反应？

儿童应该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化妆品，确
保遵循正确的使用方法使用化妆品。

不要让儿童随意选用成人的化妆品，成
人的化妆品中可能含有一些功能性成分，
这些成分可能会对儿童娇嫩的肌肤产生
一定的刺激，可能会对儿童的皮肤造成
伤害。

儿童在使用化妆品前，可先在前臂内侧
中下部做少量涂抹，观察一段时间后，
涂抹部位的皮肤没有出现红肿，或者是
瘙痒、 灼热和刺痛感，再按照使用说明
正常使用。

家长应妥善保存化妆品，并检查化妆品
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由于密闭不当导
致污染等。

儿童使用化妆品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
使用该产品，并立即清理皮肤上的残留
物，注意观察，如症状仍未改善，请及
时就医。

没想到小小的化妆品也可能引起
不良反应，今后在使用的时候可
一定要当心哦！

我也想用。 不可以哦。

最常见的是自觉皮肤瘙痒、 灼热感、 紧绷感，出现红斑、 丘疹、 水
肿等，严重时可出现水疱、 糜烂、 渗出等；有的化妆品还可能导致
皮肤色素的异常、 毛发损害、 引起或者加重痤疮等。

化妆品不良反应的表现多种多样：

儿童使用化妆品要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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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不用怕，
牢记 “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

建议消费者根据自身皮肤类型，有
针对性选择适当的化妆品，合理、
适度使用化妆品。 选购化妆品时注
意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成分标识，避
免选购含有自身易致敏成分的产品。

使用新的化妆品之前可做简易的皮
肤过敏试验，先涂在耳后或前臂内
侧，观察 24-48 小时后，未见异常
后再使用。

在美容美发机构使用化妆品，要查
看产品是否有正规的生产批号、 生
产厂家等信息，建议避免使用其自
行配制的产品。

立即清理皮肤上的
残留物。

立即停用所使用的
化妆品。

必要时应及时就诊。 就诊时带上所使用的化
妆品及外包装，必要时
做皮肤斑贴试验等辅助
检查，同时配合医生上
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要选择有合法渠道来源的化妆品，
注意查看化妆品标签内容是否清楚、
包装是否完好。 要按照化妆品标签
中规定的使用方法合理使用化妆品。
对标签中有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
用、 具有夸大宣传或引人误解内容
的化妆品应提高警惕，避免使用。

鹿医生，可不可以给我们
讲讲怎么样才能减少化妆
品不良反应的发生呀？

当然可以，以下几种方式可以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你可要
做好笔记啦。

鹿医生，您知道新出台的 《化妆品不
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 有什么特点吗？

该 《办法》 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
制定的法规文件，对推进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具有里
程碑意义。

该 《办法》 明确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 受托生产企业、
化妆品经营者、 医疗机构等各类主体均应当收集、 报告化
妆品不良反应。
该 《办法》 明确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通过产品标签、
官网等向消费者公布电话、 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主
动收集化妆品不良反应并及时报告。

该 《办法》 对我国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及技术支撑力
量进行顶层设计，进一步凸显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对监管
的技术支撑作用。

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怎么办？

新出台的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有何特点？

如何减少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发生？

1 2 3 4

1.

2.

3.

4.

某 某 美 容 院
正规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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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
基地名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4.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 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8.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
9. 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 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1.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 江苏省人民医院
3. 苏州市立医院
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6.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8.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
9.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 烟台毓璜顶医院
11. 淄博市中心医院
12.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3.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病医院
15. 重庆市中医院
1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基地

第二批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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