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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登入

登入WGSN网站
www.wgsnchina.cn

需帐号密码填入，
如果忘记密码请勿尝试超过两次，
否则帐号将被锁住，
！！如果您的账号被锁住，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如需找回密码只需要点右下角”忘记密码”即会发送邮件至帐号邮箱

123456@mail.com

http://www.wgsnchina.cn/


1.新版首页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版WGSN Fashion 网站

精简的导航栏，使其更加直观，便于您找到所需的内容

搜索功能：输入关键词即可筛选相关报告

推荐精选的关键报告，不容错过

新上线的Feed版块，您的灵感源泉

新版首页介绍



1.首页

最新的报告内容，点击探索WGSN Fashion 即可看到所有报告，
按照发布时间排序

如果您同时订阅了我们的insight网站，在Fashion 的首页也能看
到最新的相关报告

在页面底部是您最近查阅的报告，便于您快速找到之前浏览的报告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版WGSN Fashion 网站



2.未来策略——年度报告日历/宏观趋势
每年WGSN都会提早2年发布全球未来策略报告，是每个行业领域都要首先重点了解的趋势大方向

年度报告日历，方便您查看全年的报告发布时间、包括展会的报告时间

宏观趋势，是依托全球的分析师和策略师团队，
提前两年做出宏观预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每年都会发布的未来创新领域，
以2022未来创新领域为例，这篇报告概述了12个
将要对各行业、商业和文化产生影响的创新领域，
是每个行业领域都要首先重点了解的趋势大方向。



产品预测，就是我们以往的季节性的三大主题的趋势内容

我们保留了之前的搜索筛选条件，您可
以在这里筛选想要关注的不同内容类型

市场

行业类别

主题季度

发布的年份

也可以直接筛选产品预
测以外的其他内容类型

每年WGSN都会提早2年发布全球未来策略报告，是每个行业领域都要首先重点了解的趋势大方向

2.未来策略——产品预测（需重点关注）



2.未来策略——产品预测报告查看方法：

每年分为两季发布主题报告：
春夏&秋冬

以2021/22秋冬女装趋势为例：
三大主题：新神话、轻生活、超次元主题

点击目录栏，
可快速到相应的页面

国外的很多品牌需
打开VPN才能查看

带有#的词条是与
Fashion Feed相关联
的趋势要点

Fashion领域重点关注，一年分为2季：春夏&秋冬。



3.调研&设计（需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T台、色彩、设计专题、
关键单品、材质面料、印花图案。

包括了设计所需要的的T台分析报告、色彩、设计专题、面料、印花图案报告等。



3.调研&设计——T台

！！！特别注意！！！
点击T台（具体内容的条目）会先跳转如下这个内容筛选的页面，您会看到和“T台”
相关的报告、Feed以及图片，三类内容，便于您更准确地搜寻需要的内容

也可以点击这三个按钮进入想看的内容页面

4大时装周T台分析报告、T台数据分析报告



重点推荐：T台——四大时装周T台亮点、T台数据警报、T台单品/图案分析报告

选择时装周的季节，注意：要选择已经走完秀
的季度才能找到报告，不要选还未开始的季度！

四大时装周分析： T台亮点：纽约、伦敦、米兰、巴黎

T台数据警报：四大时装周T台亮点分析的数据类报告

T台单品类/图案分析报告：



3.调研&设计——色彩

点击色彩，选择报告后进入如下页面

以21/22秋冬为例，有几篇报告重点推荐

首先是这篇全球色彩，每季都会有影响各行业领域的全球五大关键色，这篇报告就总结分
析了未来这个季度的全球主要流行色以及各个设计领域对于色彩应用的行动要点，并且详
细阐述了每个关键色的设计要点、应用建议以及分析依据，让您开始提前规划产品的系列
色彩，采用能够推动商业成功的色彩

其次就是这篇色彩演变，因为很多色彩每季都会出现，这份报告就是告诉你这些颜色每个
季节的演变趋势以及当季如何转变，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关键色调的走向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还有全球四大区域的关键流行色，分别是欧洲、北美、中国、以及拉美，受不同地区的人文影响，会有个别色彩和全球色彩报告的五大关键色不太相同，当开发面向海外市场的
产品时就可以参考这些内容，并且会给到相关的行业案例。

3.调研&设计——色彩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勾选市场、类别、季节、选择后筛选出相
应报告，同样以21/22秋冬为例

每个报告的侧
边页都可以全
览通篇有哪些
内容要点，点
击想要了解的
标题就可以跳
转到该页面

每页都详尽阐
述了该材质主
题的概念、表
面工艺、应用
建议和适用范
围，以及丰富
的案例图片

！！特别注意！！
每页的右下角还
有一个更多图片
的按钮，点开可
以获得和此页主
题相关的更多案
例图

并且可以找到对
应品牌及来源网
站，帮助您拓展
更多的讯息

3.调研&设计——材质、面料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每个季度都会有根据趋势概念，发布相对应的
面料趋势。比如21/22秋冬是围绕三大趋势主题。

这是每个季度首先会发布
总的材料趋势概念报告



T台分析印花&图案 / 重点推荐：印花&图案专题，包含原创图案 / 展会的印花&图案

3.调研&设计——印花、图案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以2021/22秋
冬印花&图案
设计专题为例

报告的设计要
点&设计建议。

其中带有#关
键词是Fashion
Feed的趋势点。
点击可以直接
链接到Feed查
看最新的相关
潮流资讯哦！

WGSN原创图案 设计图稿：
AI或PSD格式！！！
下载后可编辑使用哦！

鼠标直接放在图片
上出现下载键、或
者是点击右下方的
更多图片下载。

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类服饰类的印花和图案的报告。



3.调研&设计——设计专题（服装类企划）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以2021/22秋
冬男装设计设
计专题：节日
季 为例

本篇报告的所有的款式图汇总：
WGSN原创的，如果您是我们
的客户，可以直接使用哦。AI
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使用哦！

色彩

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类服饰类的企划主题，每个设计专题包含主题灵感、色彩、WGSN原创款式图（AI格式）！！！

款式图更多灵感参考

主题名



可以勾选您的产品市场，比如女装，筛选出相对应的关键单品分
析报告，如这几天刚推出的2021/22秋冬：中国羽绒服女装特辑

3.调研&设计——关键单品
提前一年到一年半开始更新下一季的重要单品
关键单品容含:外套. 裤款. 单裙. 连衣裙. 针织衫. 缩织上衣. 丹宁等，单品预测。

举例：2021/22
秋冬：中国羽
绒服女装特辑

点击右上方的
目录栏可以快
速查看本篇报
告的内容。

！！重点提醒！！
点击右下方的浏览
全系列可以查看到
存在后台的大量图
片！！！

最后一页是与本篇报告内容相关联
的资讯，为您提供更多的内容



和环保相关的报告都会整合在这个条目下，
每个月都会出环保公告：实时告诉您全球的环保动态！！！

3.调研&设计——环保
Fashion产品领域重点关注

下载整篇报告

整篇报告的目录栏

报告内容



4.类别
您可以在这边按照您的产品需求来选择相应的类别产品



5.采购&零售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与零售相关的资讯报告哦！

目前零售市场的分析报告：比如2020年圣诞季女装零售分析。

品牌关注、品牌分析、品牌推荐、品牌店铺推荐。

！！推荐买手相关的报告！！
会有零售数据相关的内容

根据WGSN的T台数据和社
交媒体数据实时更新的买
手趋势报告！！！非常好
用哦。有数据分析。



6.展会
WGSN每年全球的编辑都会到各大相关展会做采访报导，类型多，内容丰富

展会，在内容类型条目下就可以找到，WGSN每年全球的编辑都会到各大相关展会做
采访报导，类型多，内容丰富，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类知名的展会内
容，在线上就能获取第一手的讯息，但由于今年疫情的影响，全球的各大展会存在延
期或取消的情况，您搜寻不到今年的一些想看的展会也不必奇怪，后续恢复秩序开展
后，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整合发布。

！！各大展会的报告时间！！
（年度报告日历中查看——点击未来趋势下方会出现此日历）

Fashion展会分女士、男士、儿童展会。鼠标放置展会栏目就会显示出具体展会信息。



7. Fashion Feed
您的灵感源泉

Fashion Feed是改版后新增的非常实用的版块，是我们WGSN全球专家编辑每日更新最新的全球趋势热点，可以在这里看到最新、最流
行的第一手潮流时尚全球资讯，是您获取灵感的绝佳版块，但由于是我们的全球编辑实时更新所以只有英文版，需要翻译的用户可以
使用谷歌浏览器自带的翻译功能。

每张图片右下角都有图片的信息。
下载图片方法：鼠标右击，图片储存为。

可以用关键词搜索想要的图片类型
或

筛选栏筛选图片类型

如果该图片的风格是你想找的，也可以点击图片下方关键词，
就会跳转到更多与此风格相关的流行图片



8.设计资源
WGSN的原创图案及设计工具

在设计资源这里，您可以获取各种素材资源，来为您的设计助力

在原创作品里您看到的这些图案印花的素材都是矢量
或者psd的源文件，都是可以下载编辑并使用的，是
我们WGSN原创的作品，不用担心版权问题

！！特别注意！！
若您要做为商用请尽量做些修改，避免和我们的众多用户有创意雷同的
情况发生

色彩调配是WGSN
非常好用的一个
工具，提供用户
做调色，记录所
选的颜色等。
请看到下一页详
细介绍



8.设计资源
WGSN的原创图案及设计工具

点开可以看到不同的色
彩体系色卡可以选择

可以直接按色号搜索

Step1:“选择色彩图库”中选择你有的色卡体
系（以pantone TCX作为范例）

Step2:颜色搜索中键入色票上的号码，比如色
卡上显示”16-1431”，
则需在”颜色搜索”中键入
16(空格)1431，即可搜索到同样颜色，并且进
行颜色搭配。

点击需要颜色，直接拖拉至框中

点击此键，将色条下载为pdf档
案，档案中的色条也会标注色号

点击”＋添加行”添加，依照需
求可做出更多不同配色条

点住虚线，可以任意拖动该色块的占比

自由创作您的配色版，为您在设计研发中带来便捷



9.图片——T台抢先看
T台最新的秀场高清图

可以在这里浏览、
下载、打印最新
秀场的高清图片。

T台在走时，这里
会时时更新内容

放大图片，查看
局部细节

预告：会更新在Fashion Feed 或者是T台抢先看

筛选不同
性别/季节
/城市之时
装周内容

如果想搜索特定品牌，点击”
所有设计师品牌”即可看到A-
Z名称开头分类



9.图片——街拍
WGSN海量图片库

直接链接到图片库中的街头造型：

为您提供最新的市场街拍造型。



在这里可以筛选ex：

类别（T台/街拍/零售…).

市场（男装/女装/童装….)

产品.设计细节(连衣裙/裤）

品牌…

筛选过的选项会
出现在这里

9.图片——图片库
WGSN海量图片库，包含：T台图片、零售、街头造型、展会照片、WGSN原创设计稿等



下一步告诉你怎么看你存的图片再哪！

-需要下载图片：
Step1：勾选想要之图片
Step2：点击下载键，即可下载
至本地电脑上

需要存图片于平台资料夹中：
Step1：勾选想要之图片
Step2：点击新增键，即可将图片存于网站空间
Step3 ：选择要储存的资料夹，点储存即可。

Step1

Step2

Step1

Step2

点击step2 的功能键后，即会跳出下列画面，
点击”创见新文件夹“储存或选择已设置之资料
夹，然后点击储存。

9.图片——图片库
WGSN海量图片库，包含：T台图片、零售、街头造型、展会照片、WGSN原创设计稿等



工作室进入方式：
位于WGSN首页最下方黑色的栏目中：

10.——工作室
WGSN云端图片库，您可以将图片存在此处

新增于资料夹的
图片可以点此键
打包下载。
P.S
一个资料夹的图
片上限是500张，
但建议2-3百即
可下载一次，否
则一般网络状况
很容易下载不完
全或失败。

编辑资料夹的
功能键

你所创建的资料夹



更多资讯请微信扫描
WGSN官方线上

趋势顾问Miss WGS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