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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更新秀场潮流及时装周亮点，从幕前到幕后，全面速递独家的秀场分析。

秀场

秀场分析
专业报告覆盖秀场各个视角。

T台抢先看 WGSN新功能

适合移动设备的直观界面，方便您浏览不同设计师的秀场系列。  

这是Stylesight最受欢迎的版块之一，现在所有用户皆可使用。

秀场视频 WGSN新功能

直击T台秀场，在音乐中享受现场氛围。

秀场

• 图片库包含超过两百万张秀场图片!

• 想要浏览时装周上最具影响力的 

设计系列？前往Daily Chronicles 

博客，查看WGSN编辑发布的精彩 

秀场点评。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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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SIGHT潮流预测
从季节性的主流趋势到设计开发，应有尽有。

精准的趋势预测是WGSN奠定权威的根基，我们旨在协助您做出最好的产品规划及设计决策。在每一个作业阶段提供灵感、 

分析及资讯，辅佐创意进程。

趋势预测

轻松翻页和滚屏，让内容一目了然。

WGSN创意指导
主流趋势和时尚预测报告提前发布季节性潮流资讯。

趋势预测

WGSN与Stylesight以不同的角度切入

2016春夏预测。之后，我们将整合双方

的报告优势，打造全新趋势预测。

重要提示 

• “查看更多图片”让您查看编辑们在 

构思该篇报告的过程中所搜集的一切 

研究资料。

• 现在，您可以点击报告中的任何图片 

（拼接图片除外），浏览其放大版本。

提示

全新报告浏览方式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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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千万张以上可放大的高清图片，获取您所需的灵感资源。

图片库 & 设计工具库

• 全新设计工具库汇集WGSN、 

Stylesight和Mudpie三方资源，提供

您六万多张原创插图和设计文件。

• 您可以“保存搜索”，下次返回网

站时，便可立即看到自动更新的搜索

结果。

重要提示 

色彩搜索工具，即将推出！

图片库 & 设计工具库

图片库 WGSN新功能

享用Stylesight专利的分层搜索技术。

设计工具库 WGSN新功能

提供色彩样本和原创插图、CAD、笔刷、填充等可下载的文件。 

快速搜索设计资源，节省成本和时间。

工作室 WGSN新功能

保存、整理、共享灵感与作品的创新工作平台。您可以整理图片、 

为文件夹进行色彩标注，与同事轻松合作，共享资源！

好消息！您在My WGSN(WGSN)或我的工作室(Stylesight)中收藏的 

所有内容，都会复制到您全新的工作室中。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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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GSN的精编旅行指南和移动应用程序，让您的旅行发挥最大价值。我们的编辑游走各大时尚城市，为您精选不容错过的

店铺、餐馆、酒店和展览。

潮流都市

最新的地图技术提供您创建专属的个人路线规划。 

精简的报导范围让我们专注特定时尚城市，追踪新店开张及营业资讯。

旅游热点

规划地图

专家推荐清单、旅行指南和地图工具。

潮流都市

• 更多艺术与文化报告将归类在灵感泉源版块中。

• NEW 48小时版块添加到城市指南中。

• NEW 时尚都市年度报告关注新兴城市旅游。

• NEW 市场指南推荐最接近于您市场类别的店铺。

停止更新

WGSN时尚旅人App将取代365与 

潮流都市App，请前往iTunes下载。

将某一商店、餐厅或酒店名字输入到 

潮流都市的搜索框后，您将看到搜索 

结果出现潮流都市和谷歌两个标签， 

容纳站外搜索结果确保您能找到想 

搜索的地点。 

您现在就可以下载WGSN时尚旅人的

iTunes App。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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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设计、概念和趋势指导的创意中心 。

设计 & 灵感

WGSN 新功能

NEW 新功能 - 潮流连接！搜索和查看一系列 

按主题分类的趋势报告

创意指导版块更名为趋势预测

材料与纺织面料版块合二为一

设计报告移至每个产品类别中

街拍版块更名为街头造型

STYLESIGHT 新功能

NEW 新版块 - 色彩！

生活时尚与文化版块更名为灵感泉源

街头与活动版块更名为街头造型 

设计 & 灵感

停止更新 
复古版块（WGSN & Stylesight） 

您仍然可以在产品类别版块中找到复古灵感报告。 

复古图片库拥有超过九万张十八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图片。 

图集版块 (WGSN) 

内容保留在WGSN档案库中或从各产品类别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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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的设计和趋势信息。

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WGSN 新功能
首饰版块移至配饰版块

少女市场相关报告移至青少年版块

STYLESIGHT 新功能
NEW 新版块 - 女装和男装!

提示

• 您可以自定义设置首页，关注您感兴趣的 

产品类别。 

• 您可以在您名字旁边的菜单中，更改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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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报导零售市场和展会，提供商业资讯、战略、市场营销的关键分析和新闻。

市场情报

市场情报

WGSN 新功能
NEW 新功能 - 活动日历！

合并市场营销和零售版块内容，归类在新商业与战略版块中

合并时尚店铺和采购版块内容，归类在新零售与采购版块中

灵感泉源版块移至设计与灵感版块中

STYLESIGHT 新功能
市场情报是WGSN最炙手可热的优势版块，Stylesight用户 

现在也能浏览商业与战略、市场营销等精彩内容。

停止更新 
名流版块（WGSN）- 红毯活动移至街头造型版块中

您可以下载WGSN新闻iPhone或Android App， 

随时随地阅读时尚头条新闻 。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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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优酷

微博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linkedin

tumblr

google plus

instagram

档案库 收藏以往内容
从1998年开站至今的WGSN与

Stylesight报告。

apps 
提供旅行应用程序、新闻应用程序， 

将照片从手机通过邮件发送到您的工作室。

博客 
随时追踪时下潮流动态。

灵感网站 
编辑精选的灵感网站。

在线趋势研讨会
专家现场解析最新趋势。

视频
直击秀场和展会，提供精彩访谈和专题。

多媒体 & 移动设备

图像速传 
从任何网站获取图片，上传到您的工作室。

色彩调配 
在线创建自己的调色盘。

设计工具

关注我们 

停止更新  

• 由于使用率贫乏，我的展板将在新网站被淘汰。未来您可利用Adobe、Powerpoint和Keynote等在线程序及软件替代

• WGSN 365 iPad App

• WGSN潮流都市iPhone App

WGSN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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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升级内容

WGSN用户
1. 搜索 
搜索结果更加精准，立即尝试

2. 图片库 & 设计工具库
拥有千万张图片和原创插图的丰富资源，随您任意使用

3. T台抢先看
界面直观，操作简易，是浏览秀场系列的最佳平台

4. 潮流都市
领先业内的旅行APP，带您轻松游走各大时尚城市

5. 潮流连接
按趋势主题分类的索引，全览相关内容

6. 新工具 
新增活动日历、色彩调配、博客、App、灵感网站

7. 我的工作室
多功能平台让资源分享更加便捷，促进团队合作交流

8. 多国语言版本
除了英文与中文之外，网站还提供西班牙文、韩文和日文版本

9. 精确打印
全新打印选项，提供多种排版方式

10. 自定义设置
根据自己的偏好，量身打造专属首页

全新功能
1. 最受欢迎
列出浏览次数最多的报告

2. 最近查看
新增个人浏览记录

3. 响应式设计
网站会根据您屏幕的尺寸放大或缩小

4. 更流畅的浏览界面
适合移动设备的升级技术界面

5. 无限滚屏
只需向下滚屏即可看到更多内容

STYLESIGHT用户
1. 站内搜索 
单击鼠标即可搜索报告、图片和新闻

2. 智能浏览界面
重新设计报告页面，让内容更适合在移动设备上浏览

3. 色彩
全新版块，扩展更多相关内容

4. 女装 & 男装
针对各市场提供深入分析

5. 商业与战略
全新内容

6. 市场营销
全新内容

7. 视觉营销
拓展报告范围，内容更加丰富精彩

8. 英式英语
我们将启用英式英文，例如使用catwalks，而不是runway； 

使用A/W，而不是F/W

9. 设计工具库
将原创插图、款图/CAD、笔触与填充等所有可下载文件， 

重新整理在同一处

10. 其它产品
HOMEBUILDLIFE、VOGUE ARCHIVE、WGSN INSTOCK、 

DENIMH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