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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与目的 

电子商务时代网上贸易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方便、快捷、不受时间、地域的限

制、成本低廉等。但买家无法亲临交易现场，对产品的了解不够，无法近距离的接

触、感知产品。粗糙、简陋、低分辨率的产品图片更加无法吸引买家的关注。丰富、

清晰、优质的产品图片越来越成为产品的“吸睛法宝”。买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图片呢？供应商应该从哪些角度入手提高产品图片质量？为了帮助供应商解开这些

疑惑，中国制造网组织了买家对图片浏览偏好的调查，希望通过分析买家的真实反

馈数据，帮助供应商针对性地优化图片。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随机抽取中国制造网近期有登陆的活跃买家，通过在线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反

馈数据。此次问卷调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老买家的产品图片需求，参与调查反

馈的买家中 1 年以上客户占 61%。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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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结果分析 

3.1 产品信息构成要素 

此次问卷调查中我们首先对产品信息构成的要素权重进行了调查，分别有 34%和

32%的客户重点关注产品描述和产品图片，可见图片在产品整体展示效果中确实占

据较高权重。根据我网以往的调查分析，产品描述由于篇幅一般较长，展示有限，

吸引客户的“第一眼”上产品图片更具有优势，进入具体的产品页后，客户对产品

描述的关注会提高。 

 

 

 

建议：供应商对产品描述要更加具体，突出产品的优势，避免使用没有特色的公司

信息描述。产品图片则可以通过专业的拍摄手法、图片处理技巧，使得自己的产品

独具魅力，加大买家的关注。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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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片背景 

产品图片选用什么样的背景合适？针对图片背景的问题，我们设置了 2 个调研题目：

1、调研对背景颜色的喜好，2、调研使用场景是否可作为产品背景。 

 

  

 

 

在背景颜色的喜好上，51%的买家倾向于选择干净、简洁的白色图片背景；如果产

品本身颜色和白色比较接近，使用其他高对比度纯色背景烘托产品主体，这种情况

买家也乐于接受。 

 

供应商在处理图片时，有时会选用产品的特殊使用场景作为图片背景，那么这种做

法是否合适呢？从调研数据上来看，43%的买家倾向于选择带有完整使用场景的产

品图片。这样的图片能够更加快速地将买家带入应用场景，增加产品的好感度。如

果您的产品有与众不同的使用场景，您不妨一试。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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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产品图片背景的处理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① 产品颜色和白色反差较大时，推荐选用白色背景，从而使得产品本身更加突出，

买家的视线也不会被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 

 

 

 

② 产品颜色和白色很接近时，如灯具、玻璃/水晶制品等，可适当使用其他颜色背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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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烘托产品，背景色的选择上要注意配色，背景色不要太绚丽，尽量使用纯色背

景，否则会掩盖产品的主体表达。 

    

 

③ 特殊功能/用途或非常规产品，可附加使用场景，便于买家快速了解产品用途。

如调查问卷中展示的帐篷灯及下图中展示的防水灯。 

 

 

 

④ 使用仓库、车间等作为背景时，尽量保持背景整洁，避免背景过于随意、杂乱，

影响画面的美观、专业性。同时使用仓库、车间作为背景时，这类图片建议放置

到多图、富文本中进行展示。问卷中部分买家也反馈希望看到更多类型的产品图

片展示，比如细节图、外包装图、产品对比图等，帮助买家对产品有更加全面的

了解，建议供应商充分利用多图和富文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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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精心布置拍摄场景，借助专业的拍摄场景作为图片背景，增加产品美感。 

  

3.3 图片边框 

有些供应商处理产品图片时，为了使图片更加突出，会给图片添加边框等装饰元素。

那么这样的图片买家是怎么看呢？针对这一点我们进行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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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61%的买家青睐于简洁的边框，仅展示产品主体的图片；36%的买家选

择粗线条边框；而过于花哨的修饰性边框，买家基本上不感兴趣。一味地追求用边

框吸引买家陷入了推广误区，忽视产品才是画面的“主角”，导致边框抢了产品风头。 

 

建议：产品图片不要添加图片边框，保持画面简约、清爽（我网会自动给图片加上

简洁、大方的灰色边框）。如果由于产品特殊性，确实需要对图片添加边框进行适当

装饰，选择简单、暗色调的线条边框，避免花哨的、亮色边框，边框最好小于 5PX，

以免适得其反，影响买家体验。 

 

 

3.4 产品拼图 

我们往往希望通过一张图片传递更多的信息给买家，如产品的多种颜色、产品细节、

产品材质、产品各个角度等。因此有些客户处理产品图片时，会将同款产品的多种

颜色、多个角度展示效果拼凑在一张图片上。但有限的画布空间，内容越多意味着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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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产品的展示空间被压缩，展示效果被削弱。那么供应商在传递更多产品信息和

突出单个产品展示中如何平衡呢？ 

看买家的选择情况： 

 

 

由于产品主体尺寸不大，展示都比较充分，买家的选择没有较大差异。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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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款书包，2 种颜色，68%的买家选择 2 种颜色同时展示。 

 

 

同款行李包，89%倾向于选择有部分产品细节图的产品图片。 

 

从买家选择倾向性上看，大多数买家选择接受拼图形式，但是主次分明的行李包更

吸引买家的青睐。我网建议根据产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展示数量，图片的宣传重点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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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同时颜色、款式、细节等不占有过多空间。 

 

建议：如果根据自己行业产品特征，确实需要对产品进行拼图展示时，可以考虑以

下几个原则： 

① 拼图应该是同款产品的颜色、角度、细节、材质等的集中展示，而不是多款产品

堆砌展示。 

 

 

② 拼图时应该注意摆放整齐，控制画布中的产品数量，建议不超过 4 个。 

 

③ 拼图时应该结合具体产品合理布局，如果产品本身体积比较大，采用拼图形式，

会使买家无法详细查看产品主体。这种情况下，产品主图仍应该以单图为主，结

合多图或富文本展示产品的多种颜色、角度、细节、材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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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片裁剪 

添加产品图片时为了突出展示产品的部分细节，可能会对产品图片进行裁剪。调查

结果显示，76%的买家希望产品主图能够完整展示产品。 

 

 

 

裁剪时切勿裁剪掉产品主体部分，如需展示产品细节图，可使用多图或富文本展示。

当然，合适的裁剪使得我们的产品获得更好的展示效果。如下图，左边画布空白过

多，产品显得很小，对多余的空白画布进行适当裁剪后，产品展示更加充分、清晰，

效果更好。 

 

建议：为了保证产品的充分展示，建议产品主体应该占据画布的 70%以上，并居中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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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拍摄的产品图片如果有过多空白画布，应该进行适当裁剪。 

 

 

3.6 图片水印 

添加产品图片时，在图片上添加公司水印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么买家对水印有什

么要求呢？调研数据显示 36%的买家选择无水印的产品图片，51%的买家选择有水

印的图片，但水印不覆盖产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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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水印的选择上买家倾向十分明显，87%买家青睐简洁、干净、无其他干扰元素的产

品图片。 

 

建议：一般产品图片尽量不添加水印，或在图片的下方添加。新产品等如需要保护图片

版权，建议添加水印时尽量选用浅色、小号字体水印，以不影响产品展示为前提。我网

也建议供应商保管好产品原图，如果发现同行盗图行为，及时和我网联系。我网对侵权

行为制定了严格处罚措施保护供应商的利益。详见中国制造网侵权处罚规则 

 

3.7 产品附加信息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http://service.made-in-china.com/help/integrity/4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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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如果需要添加一些重要的附加信息，如认证标识，建议加在画布边角位置，

不要覆盖产品，数量不超过 5 个能识别即可，避免影响买家体验。 

 

其他如文字、表格信息，如果产品本身较小，在不影响产品主体展示的情况下，可

以适当添加文字性内容，但图片上添加文字信息时仍应保证产品主体占据 70%以上

的画布空间，以免文字占据过多空间削弱了产品的展示效果。 

 

中国制造网产品详情页有专门添加产品描述、产品表格等对应信息的栏目，这些字

段可参与搜索，而图片上的信息则不可。建议供应商在对应栏目详尽填写好相关信

息，便于买家更方便地查看。 

 

除了以上调研的几个要素，要保证好的图片展示效果，还要注意几个常见注意点： 

3.8 图片亮度 

拍摄产品图片时需要注意光线的选择，尤其是光线的角度，最好不要逆光拍摄。如

果图片亮度过暗，则应该使用图片处理软件对亮度进行适当调节。保持产品图片亮

度清晰、明朗，能够提升图片整体的美感。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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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图片精度 

拍摄产品时注意对焦，保存高精度的产品图片，切勿上传模糊的产品图片，高精度

图片利于买家进行放缩操作，便于买家观察产品各细节处，从而增加产品信任感。

小型产品拍摄时调整合适的焦距，让图片清晰、美观。 

 

 

3.10 正方形图片  

上传正方形图片。中国制造网产品搜索结果页效果图均为正方形展示，非正方形图

片压缩后比例不协调，正方形的产品图片可使画面更加饱满、清晰，也利于产品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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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买家调研反馈摘录 

1. As suppliers in the west we need to have more photos when selling on the website. 

Most the photos used by suppliers in china are really low in resolution and size and barely 

visible.(作为西方的供应商我们在网站上出售商品时需要更多的图片，大多数中国供

应商使用的图片尺寸小，画面模糊。) 

 

2. I want clear photo and to the point.（我想要清爽的产品图片。） 

 

3. With real imag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sale would be very important.(真实的图片和参

数很重要)。 

 

4. I very much DISLIKE when the company watermark is directly over the picture. It 

should be underneath the photo.（我非常讨厌公司水印覆盖在产品图片上方，水印应

该添加在图片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