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心设计电子营销邮件模版，让邮件营销事半功倍

如何设计电子营销邮件模板



电子邮件模版的重要性

电子邮件模板的好与坏，直接影响邮件营销的成败。它就像是
为您拓展业务的工作人员，若是充满吸引力，它能够将您的产
品和服务信息传送给更多的客户，为您带来良好的效益；若是
平淡无奇，客户连邮件内容都不会阅读就直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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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精心打造的电子邮件模版，是邮件营销成功
的第一步。

那么，怎样设计能够吸引人的电子邮件模版呢？我们在本电子
书中为您总结了设计电子邮件模版的九大要素，当您准备开始
设计新的邮件模版时，不妨根据此来进行设计。



为了不让电子邮件被定义为“垃圾邮件”，
请在明显处创建取消订阅链接。

创建退订功能

使用颜色、按钮制作 CTA 设计，告诉客户
应该进行什么行动。

创建 CTA 按钮

允许客户通过点击按钮在他的社交软件上
分享您的邮件内容。

创建社交共享按钮

根据您的邮件使用用途，在 HTML 与纯文
本格式之间选择最佳的方式制作模版。

确认邮件的制作格式
将邮件的文字内容用标题和段落区分开来，
让您的电子邮件内容能够被快速阅读。

层次分明的文本排版

使信息整洁地呈现在您的邮件模版中，
给客户一个良好的阅读体验。

简单清晰的邮件模版

运用品牌基准色或其他色彩，突出邮件
重点，让您的邮件更引人注目。

合理运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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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电子邮件模板9大要素

如果客户有问题，让他们在邮件中可以
轻松地找到您的联系方式。

添加联系信息

图片不仅可以让您的邮件更为生动，而且
还要帮助您传递信息，减少文字的篇幅。

合理利用图片



确认邮件的制作格式



选择设计邮件模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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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邮件的使用用途，以及最终呈现的效果
选择模版的设计格式。

HTML 和纯文本格式是制作邮件常用的两种格式。HTML 格式
是使用 HTML 语言编写，以图像为主的电子邮件；纯文本格
式是使用纯文字攥写的纯文本信息，以文本为主的邮件。
如果您的邮件模版主要用于公司通告、科研报告等类型，我们
建议您选择纯文本格式。如果您的邮件模版主要用于营销，我
们建议您选择更具视觉化元素的 HTML 格式。



层次分明的文本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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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邮件可以被
快速阅读

客户放弃阅读邮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短时间内无法从邮件
中获取对他重要、有兴趣的信息。我们建议您在进行邮件文本
内容排版时，将邮件内容提炼成几个部分，用标题、正文区分
开来，让客户一眼就可以扫描到整个邮件的重点。

考虑客户能否快速阅读到邮件的重要信息对于邮
件营销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错误的排版

示例：

正确的排版
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
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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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的文案
邮件内容的文案撰写需要简而精，直接告诉用户需要做
什么或说出产品和服务的重点，避免长篇大论。因为，
简短、精要的邮件内容与合理的文本排版才能够让用户
快速的获取邮件所要传达的主旨，从而达到邮件营销的
目的。



添加社交共享按钮



您的客户拥有不同的资源，他们随时可能为您带
来更多的潜在客户，而创建社交共享按钮，会大
大提升这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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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的
潜在客户资源

当您的电子营销邮件被客户所认可时，客户会将您的邮件内容
分享出去，让您的邮件营销收获额外的惊喜。另外，创建社交
共享按钮，也会潜意识鼓励顾客分享您的邮件，提升邮件被扩
散的机会。



简单清晰的邮件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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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简单、干净的电子邮件模版，提高
客户的阅读体验。

电子营销邮件的目的是让客户对您的产品和服务快速产生
兴趣，达成相应的营销目的，所以，在设计电子邮件模版
时，要让模板简单、干净，让信息清晰地在模板中呈现。

让信息清晰地呈现
在您的邮件模版中

从客户地角度来说，能否快速阅读完邮件更为重要，过于
复杂的邮件常常会适得其反，简单的说，一个干净的电子
邮件模版比复杂的电子邮件模版更有吸引力。



值得学习的电子邮件模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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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来源于  McKinsey / Mailchimp.com

当邮件内容丰富时，将模
板根据内容分割开来，并
通过内容的主次，合理设
计各个区块的大小，引导
客户阅读。

当邮件内容较少时，将模
版中的图片比例放大，整
体视觉以图片为主，增加
邮件的丰富程度，抓住客
户的眼球。



创建 CTA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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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使用 CTA 
行动呼吁（CTA ，CALL TO ACTION )，是电子营销邮件
模版中最重要元素之一，因为它能最大化地促进客户在
邮件中的点击动作。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潜移默化地引
导客户完成转化行动，从而提高您的邮件点击率和真正
的目标行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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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优化 CTA 按钮的建议

使 CTA 显而易见 选择正确的颜色

在你的电子邮件中，CTA 按钮必须在
显著位置且清晰可见。当客户打开邮
件，第一眼就能明白到自己是否要点
击按钮和点击后将会得到什么。

根据按钮上的文本颜色、电子邮件中
的其他图像、电子邮件的背景颜色，
选择具有冲击性、对比度和引人注目
的颜色方案最佳的颜色。

利益点具体明确

文本告知了用户采取行动的理由，而 
CTA 按钮则提示用户应该点击哪里采
取行动，以及阐明点击后利益点，打
动用户。另外，请勿使用命令文字。

合理运用图像 CTA 的个性化 必不可少的测试

根据客户的阅读规律和习惯，尝试把
图像为 CTA 所用，也许会让您的电子
营销邮件更有吸引力和有趣，从而实
现邮件营销的目的。

根据以上建议全方位包装后的 CTA 按
钮，并不定就是最佳的 CTA 按钮，所
以让不断地测试验证和改善您的想法。

改变简单的个性化用户称呼，尝试结
合复杂的个人兴趣点和需求因素，以
用户的角度为中心实验和尝试不同的
方法，找到最适合你的用户的 CTA。



合理运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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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阅读邮件时，常常是一目十行粗略的扫过，而您的
邮件需要这暂短的时间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而色彩的差异
能够很好的吸引客户的注意力，并且帮助客户抓住邮件中
的重点。

使用色彩
突出邮件中的重要信息
色彩的差异在电子邮件中能够很好地吸引客户
的注意力。

在决定运用颜色时，我们优先建议您使用公司的基准色，
一方面培养客户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突出公司品牌形
象的关键。



合理利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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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片让邮件变得
生动有趣
在邮件中加入图片，既能提升客户的阅读兴趣，
也能传递信息。

邮件内容除文本外，图片的运用是 邮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方面有效地丰富邮件内容，帮助您吸引客户的眼球提升邮件
的点击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传递信息，
减少文本的篇幅，让客户的阅读体验更佳。

1 数据来源于  Hubsop  www.hubspot.com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含有图像元素的邮件比纯文本邮件更有吸
引力，近 2/3 的受访者表示喜欢以图像为主的 HTML 邮件，且
邮件最终的点击率和转化率提高了 37% 1。

图像阅读为主
文字阅读为主



添加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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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可以在邮件中
找到您的联系方式
客户在阅读邮件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理解偏差会产生
问题，且这些问题无法在邮件中得到解答。因此，为避
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可以在邮件的底部加上您的联系
信息，让客户可以即时地找到您。



创建退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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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可以选择
退订您此类型的邮件
退订功能是一封电子营销邮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
提高用户体验的一个有效措施。当然，您也别担心退订
功能对您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相反，您可以让客户
在推定邮件中编辑退订原因供客户选择，这可以作为您
把握后续策略与内容改进的参考资料。
另外，当你的邮件万一被垃圾邮件抱怨调查时，它可以
证明你是一个许可式邮件营销，而不是一个垃圾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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