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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级时装的风向和热销产品类型，盛夏季节市场对连衣

裙的诉求高于单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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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点

本报告以WGSN数据为依据，分析实体店信息和图片。点击此处预览2022年5、6月夏季

女装图片库。

后疫情时代家居造型逐渐淡出，与上衣相比，消费者更青睐连衣裙：

市场对连衣裙造型的渴望度上升，英国消费者连衣裙购买欲上升了6个百分点，达28%，

而购买上衣和T恤的意愿在英国年同比则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23%。与WGSN#LetsParty狂

欢派对和#EverydayDecadence日常华美趋势相呼应，精致造型在夏季新品中占重要比

例。

西装和精裁造型在新品中的比例上升：

西装和精裁造型虽然在服装总类中的占比较小，但本季却成为上升最快的第二大类别，在

英国年同比上升29%，美国43%，在总量中占比达1%。除此之外，该类别在英美的全价

断货率年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所有地区的精裁单品都呈现出造型的多样化，包括工作休

闲混合造型和礼服造型。

点击此处查看来自巴塞罗那、灯塔市、哥本哈根、汉普顿、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迈

阿密、纽约、巴黎、首尔和斯德哥尔摩5、6月实体店和橱窗展示图片

伦敦

HarveyNich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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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library/results/0f423a9ba24a5765f2804e4fe53e0218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letsparty%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everydaydecadence%22]}
https://www.wgsn.com/library/results/0cb90d913b0583dbaf0f2d05cbe6a74e


零售亮点

FrenchConnection推出租赁

平台

FrenchConnection租赁平台的

推出适逢夏日聚会派对季，使消

费者能够以远远低于零售的价格

租赁服装。租赁费用10英镑起，

可以选择租用4天、10天或15天，

为礼服使用提供了灵活的租用方

式。

BoohooxMeganFox2.0

合作系列2.0呈现了夸张和大胆的

单品，包括锁甲截短上衣和镜面

迪斯科风格单品，价格区间30-70

英镑。该系列由演员MeganFox

亲自设计，囊括了包括工装裤、

亮橙色西装和紧身连衣裙等40多

个单品，体现出该系列的女性权

力主题。

RiverIsland独家ChelseaGirl

系列

60年代的ChelseaGirl是River

Island的前身。该品牌重新推出

了同名系列，打造出复古钩编条

纹和夸张印花，在RiverIsland独

家发售。该系列以60年代流行文

化为灵感，面向新生代消费者，

在线上和实体店同步发售。

马德里夏季购物节

跟随我们的零售团队来到西班牙

首都，探索夏季钩编和精裁造

型。作为Inditex集团的总部，

Zara、Pull&Bear、Bershka和

Stradivarius都推出了众多青少年

造型，此外还有WOWConcept和

Mango等出色的概念商店。

Guccixadidas联名系列

这也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和运动品

牌的联名系列，由Gucci的创意总

监AlessandroMichelle设计，并

在品牌实体店的夏季橱窗内大面

积展示。这些运动风格单品迎合

了当下流行的运动休闲趋势并为

奢侈品牌街装注入新生。

FrenchConnection Boohoo RiverIsland Zara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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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占比数据

上衣仍然在服装总量中占比最大，但连衣裙呈现

出上升势头，在新品中的年同比提升，消费者需

求也有所增加。

上衣类仍然在服装总量中占比最大，但在英美

市场中的份额下降1个百分点，分别降至33%

和34%。连衣裙的份额排名第二，但与上衣相

比占比有所上升，在英美市场中的份额上升4

个百分点，分别至25%和24%。下装则下降2

个百分点，英国市场降至20%，美国降至21%

由于上衣和下装年同比均有所下降，而连衣裙

有所上升，零售商应该根据消费者诉求来谨慎

平衡这三大类产品

WGSNBarometer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对连

衣裙的购买欲年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美国则

保持稳定。英国市场的上衣购买欲年同比下降

3个百分点至23%

WGSN电商：2022年3月7日-6月13日

连⾐裙在2022春夏新品中的占⽐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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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WGSN数据显示了消费者愿意在线上为快销时尚

连衣裙买单的最佳价格区间，英国市场表现优于

美国。

在英国前卫市场中，连衣裙类别呈现出强势上

扬，平均原始价格年同比相对稳定（2021年5

月£36，2022年5月£38），平均断货价格增长

£5（2021年5月£25，2022年5月£30）

美国前卫市场中，连衣裙的平均原始价格年同

比下降$10（2021年5月$81，2022年5月

$71），并且还有更大的降价空间，平均断货

价格2022年5月上升至$51（2021年5月为

$45）。面对$20的差距，美国零售商应该考

虑重新建立平均价格与消费者接受价格之间的

平衡

随着消费者对礼服造型诉求的增加，以及连衣

裙类别全价断货率年同比的上升趋势（英国年

同比增加3个百分点至9%，美国增加4个百分

点至11%），零售商需要加大对连衣裙类别的

投入，以更高的价位来迎合市场对社交场合造

型的诉求，参见第10和11页。

WGSN电商：2020年2月10日-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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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数据

应季色彩粉色和绿色在色彩总类中的占比增加，

仅次于黑色、蓝色、组合色彩和中性色等占比最

大的色彩。

根据实体店内的色彩呈现，年同比占比增长最

快的色彩包括橙色（英国增长74%，美国增长

71%）、绿色（英国增长69%，美国增长

43%）、棕色（英国增长47%，美国增长

41%）和紫色（英国增长46%，美国增长

39%）

虽然橙色在色彩总类中的占比很小，但却是增

长最快的，尤其是在新品梭织衬衫和上衣（英

国增长90%，美国增长110%）、连衣裙（英

国增长115%，美国增长93%）和流行趋势看

涨的连体衣（英国增长83%，美国增长71%）

类别中，杏黄色是WGSN的2024年度色彩

粉色年同比略增长1个百分点，英国达8%，美

国达7%，在新季连衣裙中增长的速度最快，

英国上涨91%，美国上涨60%。粉色连衣裙是

占比增速最快的服装类别，在夏季的实体店展

示中位于最显眼的位置。

WGSN电商：2022年3月7日-6月13日

2022春夏⼥装新品中的各⾊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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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Velvet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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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642


泡泡糖粉色超长裙

不同色度的粉色在女装领域表现不凡，尤其是在超长裙和吊带裙产品中的运用。请参考2023春夏买手指南报告。该今

夏最热门款式在各级市场上都屡见不鲜，并成为谷歌趋势中的最热门搜索，“Zara粉色绸缎连衣裙”的搜索次数上升

了300%。除此之外，#BubblegumPink泡泡糖粉标签的热度在统计的12个月中有7个月呈增长趋势，在零售领域的

增速最快（2022年5月年同比增长51%），WGSN趋势曲线也显示粉色在所有服装类别中都呈增长趋势。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马德里

EssentielAntwerp JohnLewis Harrods H&M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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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673#page7
https://www.wgsn.com/trendcurve/article/6283bd9cded4cd160d1b30c2


度假迷你裙

迷你款式取代简洁的超长款，叠层细节与#VibrantVacation活力假日趋势相契合，适合盛夏天气。虽然该造型最适于

青少年市场，但抽腰版型和褶边细节能够迎合各种身材和年龄的消费者，将成为零售商们的盈利单品。随着消费者对

旅行诉求的回升，不妨采用防褶皱纤维素面料来打造出易打理和易收纳单品。

迈阿密 伦敦 汉普顿 巴塞罗那 迈阿密

WynwoodBlock Primark Intermix Mango Edit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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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vibrantvacation%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1925#page8


休闲运动风

运动休闲和学院风相结合的运动造型为#Clubhouse运动俱乐部趋势带来夏季更新。舒适短裤、#Towelling毛巾面料

（参见最新2022春夏全球女装零售分析：剪裁缝制和针织报告）和运动风印花能够将运动和休闲风格相结合，可参考

美国媒体预览：学院休闲风报告相关内容。

Bandier

英国服装新品中毛巾面料的应用年同比增长53%

TommyHilfiger

NewYorker Marks&Spencer MagasinDuN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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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clubhouse%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towelling%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843#page8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2875#page9


白色婚礼

迎合2022婚礼热潮，千禧一族们倾向于非传统、低价格并且可以反复穿着的婚礼礼服。虽然白色在服装总类中的占比

有所下降，但在连衣裙（英国增长26%，美国增长29%）、衬衫（英国增长24%，美国增长39%）和单件西装（英国

增长58%，美国增长106%）中的应用却呈现出年同比增长的趋势，这些都是打造婚礼造型的绝佳单品。

IllumsBolighus

#WeddingDress婚纱标签在网红主页上仍然较少出
现，但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在零售领域的增长最快

（2022年5月增长92%）

Åhléns

Dolce&Gabbana Alice+Olivia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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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insight/article/92374


夏日派对

通常出现在秋冬系列中的亮片和闪粉本季却成为各级市场中的重点，品牌意在为下一季蓄势。当下流行的泡泡糖粉色

和其他粉蜡色调与众多夸张色调都有所应用，迎合#LetsParty狂欢派对和#ExtremeEmbellishment极致装饰趋势，

青少年市场也青睐在音乐节造型中使用装饰、亮片、串珠和水晶。参考WGSN重塑亮片和光泽设计报告，为循环性设

计寻求可持续性灵感。

伦敦 墨西哥城 汉普顿 巴黎 伦敦

Harrods PinkMagnolia LoveShackFancy Loewe &Other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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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letsparty%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extremeembellishment%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927#page6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2693


光泽绸缎

绸缎和丝绸打造的简约光泽感可以取代亮片，为成熟消费者和营销重点人群婚礼宾客带来精致夏季礼服之选。2022春

夏零售分析：毕业舞会&礼服造型报告中指出，光泽面料的应用年同比增长27%，并成为吊带裙、吊带上衣和褶裥中

长半裙等必备单品的关键面料。

哥本哈根 伦敦 伦敦 巴黎 伦敦

Prada Next Anthropologie Etam EssentielAntwerp

11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813#page6


手绘植物

虽然植物图案主要以数字印花风格呈现，但随着#Craftcore手工艺风在封锁期间的兴起，手绘风格也流行起来，并与

#ArtInFashion艺术时尚相呼应，为打造复古和二次利用造型以及#CreativeCollabs创意联名带来机遇。参考2023印

花和图案：应用&工艺报告寻求更多灵感。

斯德哥尔摩 伦敦 伦敦 巴黎 汉普顿

H&M Harrods Anthropologie LeBonMarché Dazz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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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craftcore%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artinfashion%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creativecollabs%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932#page4


蓝白陶瓷

由蓝白陶瓷启发而来的精致图案被应用于各级市场的高级时尚和快消时尚单品，是颇受欢迎的夏季印花，进一步发展

2022春夏买手指南：女装印花&图案报告中的蓝色花卉，打造出更加高级的外观。

H&M

SoiParis

Reserved &OtherStories Dolce&Gab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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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0662#page2


千禧细节

#Y2K千禧风细节作为当下最受追捧的青少年时尚趋势，继续在各级市场和产品类别中流行看涨，尤其是2022年夏季

丹宁。心形、大珠饰和拼贴还同时体现出#90s九十年代、#NoughtiesNostalgia千禧怀旧和#Kidult大顽童主题，无

疑是2022年科切拉音乐节上的主导。

墨西哥城 伦敦 伦敦 巴塞罗那 巴黎

Liverpool UrbanOutfitters Harrods Bershka LeBonMar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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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y2k%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90s%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noughtiesnostalgia%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kidult%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624#page3


抽褶

这一细微但视效显著的细节主要应用在连衣裙和上衣中，但中端市场品牌也已经进一步利用#Ruching抽褶来为梭织

上衣等宽松单品增加量感。任何形式的堆褶和抽褶都迎合了#FabricManipulation面料处理的趋势，我们的2023春夏

买手指南：女装细节报告将其做为关键细节进行了介绍。

汉普顿 斯德哥尔摩 巴塞罗那 伦敦 汉普顿

Intermix Sandro Zara HugoBoss VeronicaB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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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ruching%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fabricmanipulation%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713#page2


束胸衣细节

该造型最早出现在#UnderwearOuterwear内衣外穿趋势中，逐渐从内衣细节发展成带有钩合细节的完整束胸衣。根

据WGSN社交媒体数据，网络意见领袖领域#Corset束胸衣的话题热度年同比增长36%，零售商的设计风格也各不相

同，采用绑带、龙骨细节和系结等设计。新颖的束胸衣款式也出现在我们的2022春夏女士丹宁和毕业舞会&礼服零售

分析报告中。

伦敦 迈阿密 伦敦 伦敦 伦敦

RiverIsland SeektheLabel Stradivarius Abercrombie&Fitch Ber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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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underwearouterwear%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805#page9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813#page8


图像T恤

音乐节T恤与#90sGrunge九十年代邋遢摇滚趋势相契合，恰好也能体现#FestivalFashion音乐节时尚趋势。对于没

有营销授权的零售商而言，复古图像和标语也是不错的选择，图像T恤最热门的色彩包括黑色和紫色（年同比增长

750%）、白色和橙色（增长3350%）以及白色和绿色（增长950%）。

汉普顿 伦敦 墨西哥城 斯德哥尔摩 伦敦

BrandyMelville NewLook GoodbyeFolk Cubus Ber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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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90sgrunge%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FestivalFashion%22]}


1 2 3
行动要点

闪耀造型在本季复苏，不过全年其实都有打造礼服造型的

场合，比如开斋节和夏季婚礼。迷人的百搭单品可以适用

于多重场合。不妨利用社交平台和电商内容来展示礼服单

品的百搭造型，向消费者强调单品的性价比

精裁类别呈现上升势头，并展现出非传统的工作装风格。

混合风格单件西装和混搭套装将打造出考究休闲造型，可

与休闲T恤和宽松版型短裤相搭配。此外，随着零售商开

始尝试推出亮色调的英朗挺括西装和礼服西装风格连衣

裙，礼服装也成为精裁造型的新机遇

家居服造型在全球疫情期间迅速流行，现在到了重新利用

库存产品的时机，与运动风和学院风造型单品相搭配，打

造夏季#Clubhouse运动俱乐部系列。家居服开始随着

#TheGreatOutdoors户外时光主题流行起来，不妨重点

采用毛巾料等夏季实用面料

充分展示礼服单品的全年实用性 将精裁单品重塑为工作休闲混合造型或礼服造型 尝试将运动和家居系列相融合，打造学院休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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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clubhouse%22]}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thegreatoutdoors%22]}


分析依据

WGSN电商数据：

分析基于125家美英零售商2022年3月7

日-6月13日推出的女装产品，并与

2021年及2020年同期数据进行比较

分析时排除了一些零售商，以确保同比

计算并避免WGSN电商数据平台中纳入

新零售商导致的计数通胀

数字可能会有一定浮动，因为我们会重

新分类，以便理清模糊产品/新产品，

消除零售商重构网站带来的影响。

WGSNBarometer

WGSNBarometer是一个零售消费者分

析调查平台。本报告使用了2022年3月

28日至6月19日期间英美两国16-74岁

女性调查对象的数据，并与2021年同

期数据进行比较

WGSN社交媒体数据：

我们使用文本分析工具在WGSN灵感源

地图上追踪、测量和响应引发本报告中

某些关键趋势的社交行为

WGSN灵感源地图：由WGSN流行趋势

专家打造，精选美国和欧洲富有影响力

的品牌、造型师、摄影师、出版刊物等

定义：

新品：某个时期内线上零售的新产品

年同比：与去年同期相比

降价比例（%）：在特定时期内，某类

降价产品占产品总数的比例

百分点（ppt）：百分点指的是两个百

分比之间的差额；比如从40%到44%，

增加了4个百分点

平均折扣力度：平均折扣百分比

断货率：50%或以上库存单位的产品断

货比例

全价断货率（%）：在选定时间范围内

的任意一天里，50%及以上的单位库存

（颜色或尺寸）出现断货但仍以原价显

示在零售商网站上的产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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