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沿资讯：性别包容

各品牌开始响应消费者对性别包容系列的需求。本篇报道分

析了电商领域的相关发展，并介绍了产品和营销的可优化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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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随着Z世代消费者年龄的增长，他们不再是少年和年轻群体，开始希望品牌和零售商推

出更多不分男女的服装，打造适合非二元性别群体穿着的设计。这一趋势推动零售商和

品牌开始关注体现包容性的方式。WGSN电商数据显示，尽管仍旧只占到服装市场的一

小部分，但各品牌逐渐对两大驱动因素有所回应：一方面，品牌展现包容性的需求不断

增长；另一方面，超越包容性要求的消费趋势涌现，个人风格和生活风尚趋势不断演

化，更多消费者需要快速方便地选购不同性别市场的产品。

在高端市场，性别包容的产品设计虽然规模小，但呈现出颇具影响力的趋势，除此之

外，街头装的饱和、疫情期间家居服的蹿红、洋裁混搭风，以及灵活版型上的创新都推

动了性别包容购物模式的发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千禧一代和Z世代家长为孩子购买性别包容的服装：因此无性别市

场将会持续增长，并影响阿尔法一代的着装和购物习惯。

本篇报道分析了当下的电商定位，分析了产品和营销上可优化的区间，进一步更新了包

容性产品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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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用词转变

驱动因素

“不分性别”（Unisex）是电商上介绍性别包容

服装的主导关键词，97%的品牌仍旧在产品介绍

中使用这一词汇。但以“不分性别”（Unisex）

来描述产品的比例在减少。这一转变[早在美国

出现，现在变得愈加明显。在美国，“性别中

立”（gender-neutral）正在成为代替“不分性

别”（Unisex）的常见选择，占到所有性别包容

产品描述的10%，但这一用词在英国仅占2%。

在社交媒体上，围绕性别产生的广泛讨论推动了

#GenderFluid性别流动标签的走红，而#Unisex

不分性别和#Genderless无性别等词则是TikTok

上与时尚相关内容中经常出现的词语。

机会

请迎合消费者的情绪，检查和重新确定用词说

法，挖掘当地市场的需求。

风险

与提倡非二元性别的群体合作，减少风险，确保

用词能和所有人产生共鸣，让每个人感到被包容

理解。

WGSN电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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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热词

8.6m #UnisexStyle
14m #GenderNeutra

lClothing

132.8m #GenderNeutral

189.9m #Unisex5.2bn #GenderFluid

17.1m #Genderless
Fashion

36.3m #UnisexFashion

62.4m #Genderless

ColdLaundryColdLau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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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转变

购买和营销行动指南

重新推广宣传现有的产品系列，运用智能的视觉

设计和标签关键词，帮助想找到性别和尺码包容

产品的消费者更快定位心仪款式。

检查并验证用词：优化触及消费者的方式，提高

参与度，通过举办研讨会重塑宣传推广模式。

关注无缝网页浏览，提高包容性选择的可见度：

尝试智能用户体验、APP和网页设计，在分男女

和不分性别的品类中均实现包容性浏览访问。包

容性购物其实就是让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

和喜好进行选择。可以利用AI技术为跨性别消费

者设计个人风格问卷，并结合尺码扫描科技和版

型匹配解决方式，为跨性别和不分性别的消费者

提供适合的趋势和版型选择，让他们可以根据风

格喜好轻松购物。

规模化推广相关平台，借助品牌影响力，为长期

投资做准备：思考是否可以为跨性别和不分性别

的消费者购物打造专属平台。不妨参考Zappos

构建包容性服装/鞋品平台ZapposAdaptive的方

式。

OldNavyOldNavy

HowStuffWorksHowStuffWorks

性别包容服装的尺码和

版型相关热词

oversized_fit
relaxed_fit

regular_fit

usual_size

oversized_hoodie

oversized_sweatshirt

fit_references

slim_fit

tapered_fit_unisex

loose_fit
classic_fit

comfortable_stretch

elastic_waist

elastic_waistband

normal_size

oversized_styleeasy_pullover

overs ized_ joggers

TannerFletcherTannerFletcher

TommyHilfigerxIndyaMooreTommyHilfigerxIndya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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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appos.com/e/adaptive/the-zappos-adaptive-puma-origin


超越基础款

驱动因素

剪裁缝制和针织作为核心的#CollectionEssentials系列必备单品，占据性别包容服装的

最大份额，也是在推动性别中立和无性别关键词发展中位居前二的产品类型。与此同

时，WGSN品类数据显示，在价格波动不大的夹克、长裤、梭织衬衫和女士衬衫品类，

性别包容设计也有小幅增加。这些偏洋裁风的品类大都具有更加修身的版型，表明性别

包容的产品开始向其他单品上延申，这对设计方式和版型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保证

这样的款式符合男女消费者和非二元性别人群的需求。

机会

充分利用剪裁缝制单品的灵活优势，扩大平纹针织设计廓形，不要仅局限在箱形T恤和

超大号连帽卫衣上。在其他有潜力的品类，如长裤、夹克和梭织衬衫上尝试引领趋势的

设计方式。

风险

分析您的版型和尺码设计及宣传沟通方式，可以先以新产品做试点，确保引领趋势的设

计方法能够起到理想效果。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依旧是极为二元化的，这导致针对非二元性别

人群的设计风格局限为面向特定团体输出的一种风格。然而这样的特

定团体无法代表整个社区群体。”

��BlossomBrown，一位“TikTok教育家”在评论Refinery29时这么说

WGSN电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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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collectionessentials%22]}
https://www.wgsn.com/insight/article/91683


以趋势验证理念

设计和采购行动指南

利用设计细节，推出更加性别包容的产品。从富

有意趣的省线，到斜纹裁和垂坠，重新定义服装

设计，为更多包容性和灵活版型带来空间。

从性别包容的角度呈现图案和色彩。尝试性别指

向不那么明显的字体，比如无衬线字体。

打破性别界限，破除女装和男装设计团队的壁

垒，推出兼容趋势，聚焦在单品开发上。与外部

的非性别二元论创作者合作，扩展视野，进一步

共情，逐渐完善设计工艺细节。

尝试新兴关键趋势，以此作为推出性别包容设计

的载体。从男装的#SoftMasculinity柔和男性气

质和华美设计，到女装的洋裁极简风，找出可以

跨越性别和趋势认同的关键单品。

机会

体现特定趋势的产品可以帮助品牌在吸引广泛时

尚群体的同时，真正做到包容。

风险

分析性别包容剪裁缝制产品的体量。由于潜在的

市场饱和风险，将本身定位精准的产品转变为性

别包容设计可能会导致品牌利润受损。

@atxv.milano@atxv.milano

@atxv.milano@atxv.milano

TommyHilfigerxIndyaMooreTommyHilfigerxIndyaMoore

@speedyharmonycollectorthings@speedyharmonycollectorthings

VTMNTSVTM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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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011#page7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softmasculinity%22]}


FashionFeed：可用于尝试性别包容设计的趋势

#SoftMasculinity柔和男性气

质

#PopPunk流行朋克 #JoyfulExpression欢乐设计 #NewPrep新派学院风 #GreatOutdoors户外时光

ByrosesByroses WGSNOriginalImageWGSNOriginalImage Lucy&YakLucy&Yak NewBalanceNewBalance HoudiniHoud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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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7B%22markets%22%3A%5B%2234882%22%5D%2C%22hashtags%22%3A%5B%22softmasculinity%22%5D%7D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7B%22markets%22%3A%5B%2234882%22%5D%2C%22hashtags%22%3A%5B%22poppunk%22%5D%7D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7B%22markets%22%3A%5B%2234882%22%5D%2C%22hashtags%22%3A%5B%22joyfulexpression%22%5D%7D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7B%22markets%22%3A%5B%2234882%22%5D%2C%22hashtags%22%3A%5B%22thegreatoutdoors%22%5D%7D
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7B%22markets%22%3A%5B%2234882%22%5D%2C%22hashtags%22%3A%5B%22thegreatoutdoors%22%5D%7D


丹宁

驱动因素

尽管不分性别和性别包容的丹宁款式仍是丹宁整体设计中的新类型，但这些设计在以下

趋势的带动下开始增加：

消费者避免购买有明确性别区分的款式，开始渴望更多尺码包容的版型。德国丹宁品

牌Closed在其版型指南中推出了Unisex（不分性别）的选择，标出了哪些牛仔裤款

式男女消费者皆可穿着

社交媒体内容推动消费者在区分性别的品类中尝试#VintageFits复古版型，其中就包

括20世纪70年代风的高腰喇叭裤，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宽松牛仔裤

新品牌推出性别包容主题和不分性别的设计理念。洛杉矶品牌69作为包容的丹宁生活

风尚品牌，推出了俏皮且富有表现力的超宽松尺码。其单品适合不同身型和性别的消

费者穿着

千禧年一代的父母为孩子选择不区分性别的服装。OldNavy在网站上推出专门的

GenderNeutral（性别中立）购物品类，产品包括成人装、童装和婴幼儿产品。阿

尔法一代的消费者也将步入大童市场，他们会为性别认知造型带来全新灵感和解读。

WGSN电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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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fashion/feed?filters={%22hashtags%22:[%22vintagefits%22]}


丹宁

设计、采购和营销行动指南

推出快速购物电商平台，提供性别和尺码包容

的产品组合。推出基于款式选择的浏览页面，

从不区分性别的角度提供购物选择

为从幼儿到大童在内的消费者推出造型师推荐

的性别包容款式，为那些如今希望跨越性别系

列、选购无性别款式的家长和大童带来一站式

购物体验。Target在青少年服装系列中推出了

AllGender（所有性别）购物选项，并按照版

型（男性气质版型vs女性气质版型）分类。其

“成人通用尺码”系统在某些款式中，提供了

到XXL和4X的尺码

更新您的版型用词和版型设计。跟踪术语用词

发展。目前，推出相关内容的品牌将自己定位

为“不分性别”或“性别中立”。Z世代父母

和后Z世代群体将在未来几年加入推崇性别包

容设计的大军，因此代词主导的用词可能在未

来盛行

不仅要有灵活廓形设计。阿根廷丹宁品牌

Limay是提供包容性性别和尺码选择的品牌。

Limay的每一款单品都由男女模特共同演绎，

且模特的身型尺码各异。该品牌还推出定制服

务，更好地满足那些需要灵活调节服装尺码消

费者的需求

@levis@levis

KirinKirin

SixtyNineDenimSixtyNineDenim

丹宁

97%
的性别包容⽜仔裤使⽤了"不

分性别"(unisex)⼀词

Closed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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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行动要点

根据品牌和市场定位，识别出不分性别购

物的消费者会青睐哪些产品。运用带有具

体版型参考的图片、趋势和造型，提供更

加性别包容的网页浏览服务。和团队一起

讨论不同想法，让消费者试水相关项目

焕新剪裁缝制款式的设计方法，跳出彩色

基础款的桎梏，尝试趋势设计，大胆运用

印花，在新品类中挖掘机会

为想找到无性别服装的家长和礼品挑选者

打造主题化购物页面。推出对儿童有跨性

别吸引力的款式，从社交媒体上汲取吸睛

造型灵感，吸引更多大童的目光

以款式和尺码划分产品，进行评估讨论，

超越传统性别界限，尝试相关设计，扩大

尺码范围。推出包容可调节的定制服务

分析确定产品标签用词和关键词 尝试吸睛趋势、品类和尺码机会 为孩子和大童带来额外的性别包容

吸睛设计

试水新款式和新尺码的丹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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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依据

WGSN电商数据

分析基于在产品名称或描述中，带有不分性别、性别中立、性别包容、性别表达、性别

流动、无性别、无性别区分、双性别、任何性别、不遵循性别和全部性别用词的服装

数据基于WGSN专有零售电商数据平台2019年1月-20222年1月的数据

市场包括在英美追踪的97家零售商

请注意，分析时排除了一些零售商，以确保同比计算并避免WGSNInst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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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百分点：百分比为特定产品在更大范围中的占比，如新品长裤占新品服装的占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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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比：与去年同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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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性别流动未来 版型和尺码策略 2022/23秋冬性别包容设计专

题：乐观#Vintagefits复古版

型

2022/23秋冬性别包容印花&

图案设计专题：园艺风潮

2023/24秋冬男装印花&图案

预测：重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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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gsn.com/insight/article/91138
https://www.wgsn.com/reports/Fit%20and%20Sizing%20strategies%20https:/www.wgsn.com/insight/article/91683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2169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2581
https://www.wgsn.com/fashion/article/93011#page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