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网站的各个环节，增强客户整体的购物体验。

打造令客户满意的购物环境



为客户提供
最佳购物体验
把控每一个细节，提供客户满意的购物体验
以提高网站转化率。

对于客户而言，购物就像是一趟旅程。为客户提供满意
的购物旅程，对于网站业务增长、客户转化率都有很大
的帮助。而一个令人满意的购物旅程并非易事，您需要
让客户在网站设计、网站安全、结账流程等各个环节都
感到满意，才有可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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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客户购物体验的四大因素

网站设计是客户对网站的第
一印象，也是决定客户是否
在您网站继续浏览的首要因
素，好的网站设计能够大大
的降低客户的跳失率。

网站设计
在网站展示网站认证和合作
的品牌标识，决定客户是否
信任您的网站，也是增强客
户购物信心的重要部分。

网站安全
结账流程对于跳失率的影响
仅次于网站设计，是客户放
弃购物的高发环节，可以说
结账流程直接影响网站的销
售额。

结账流程
通过促销活动，可以勾起客
户的购物欲望，或刺激客户
的购物决心，从而提升网站
的成交率。

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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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



网站设计是决定客户继续浏览在您网站的首要因素。

留住客户的网站设计

一个好的网站设计，可以让更多的客户愿意继续浏览在网站中。而网站设计的好与坏，您可以从网站设计风格、加载速度、商品详
情页等方面来考量您的网站是否能够为您留住更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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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客户
审美习惯的设计

专业详尽的
商品详情说明

能迅速
完成加载的网站

能激励
购物的客户评价

高质量的
商品展示图片

有利于
客户操作的细节

尽可能
减少页面的跳转

使客户
一目了然的表单



符合客户审美习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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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与西方的设计差异               

网站页面整洁，层次感强，装饰性元素少，喜用
色块作为修饰，保持页面的整体感。

西方的设计风格

页面中的产品种类一应俱全，页面丰富、华丽，
视觉冲击强烈。

国内的设计风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国家／地区在审美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您在设计外贸网站的时候，要考虑到中西方审美的差异，在
设计上更需要倾向西方人的审美和浏览习惯。

在视觉上，吸引住客户的眼球，留住他们的步伐。



能迅速完成加载的网站
提高网站加载速度，减少客户的等候时长，降低
客户流失。

网站加载时间过长是造成用户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调查数据
显示，客户对于网站加载速度的耐心一般在 5 秒内，因此，您需
要将网站加载时间控制在 5 秒内，才能留住更多客户。您可以通
过优化脚本文件或使用 CDN 加速等方式，提升网站的加载速度  。

如果您不知从何处着手优化网站的加载速度，您可以利用网上一
些免费测速工具，对网站进行响应分析，了解您的网站有哪些方
面可以进一步优化。

流量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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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log.radware.com/applicationdelivery/wpo/2014/04/web-page-speed-a�ect-conversions-infographic/ 

客户对于网站加载
速度的耐心在 5 秒内

1

1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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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商品详情页面中，全面地展现您的产品。

专业详尽的商品详情页

对于客户而言，进入商品详情页面是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商品，因此，在设计商品详情页的时候，您应该尽可能地将商品颜色、细节
图等详情展现给客户，可以让客户快速地了解您的产品。

编号与商品的实物图对应
帮助客户快速选择心仪的
商品。

贴心的尺寸参考表，让客
户能轻松找到合适的尺寸

通过真实人物，不同角度，
全方位展示您的商品。

优秀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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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客户评价，快速赢得客户的信任。

能激励购物的客户评价

客户评价是商品详情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客户了解
商品的途径之一。如果说，详尽的商品详情页是商家对商品
的主观介绍，那么，客户评价则是对您商品的客观介绍，这
样的介绍对于客户而言，更真实，也更有说服力。

真实顾客的评价，有助与客户的购物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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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商品展示图片
高质量的商品展示图，不但能够让您的网站更专业，更可以提高客户的购买欲望。

需要注意的是，图片的文件过大会影响网页加载速度，我们建议将图片保存为 JPG 格式，该格式在压缩图片文件大小的同时，不会
过多影响图片的质量，帮助您保证高质量图片的同时，也保证网页的加载速度。此外，高质量的商品展示图片通常具备以下三点：

展现产品本身特性

产品拍摄要把握“干净高清，突
出主体”的原则，建议可采用纯
色背景，或营造简单场景，突出
产品质感。拍摄后进行简单修图
尽可能展现产品本身的特性。

适合产品的图片比例

如果您的在水平方向比较长，可
采用横向长方形；如果您的垂直
方向比较长，可采用纵向长方形
如果您的产品呈多样话，使用正
方形最佳。

产品在画布中的占比

产品在画布空间的占比，即产品
面积占整个图片面积的比例，控
制在 80 ～ 90％左右最为适宜，
视觉上更舒服。



使客户一目了然的表单

示例：

精简表单，让客户可以快速了解所需填写的信息。

在设计表单时，请避免将所需填写的内容逐步呈现在客户的面前，或让客户填写多余的信息，这样容易令客户失去填写的耐心。您
应该尽可能地精简表格内容，并将所需要填写的信息一次性呈现在一张表单中，让客户对自己所需填写的信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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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需填写的信息分成多个步骤，这增加了填写
的复杂程度，使客户感觉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容
易让客户失去填写的耐心。

复杂的表格 齐全的表格
将所需填写的信息一次性展现，令客户对所需填
写的信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不会花费太多时
间，激励客户继续填写。



有利于客户操作的细节

示例：

细节决定一切，让客户感受到您的用心良苦。

一个好的网站设计绝不能只注重于整体的设计，更注重细节。您可以通过一些细节上设计，减少客户的用时和点击次数，让客户更
快地进入结账页面，提升客户的操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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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支付方式页面，为客户预选常用的支付方
式，减少客户的点击次数。

在客户填写运送信息或是确认订单的页面中，您
可以将目标客户所在的地或常见的国家／地区显
示在最前面，让客户可以立即选定。



尽可能减少页面的跳转
减少页面的跳转，为客户提供最便捷的操作流程。

在用户对操作体验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通过减少页面跳转，
避免用户重复操作可以极大的地提升客户体验。例如，您可以
将购物车与结账设计中同一页面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方
便客户查看商品明细后，可以安心结账，也方便在移动端进行
购物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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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藏巨大的商机的移动端，是您不可忽略的重要市场。

必不可少的移动端优化

对于商家而言，支持移动设备的网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移动设备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通过移动
时设备进行购物，据调查，有 45% 的智能手机用户通过他们的手机进行购物  。
此外，根据 BI Intelligence Survey 的调查，客户在移动端进行购物时遇见以下状况会致使他们放弃购物  ：

如果您移动端的优化还不甚了解，可以查看【打
造移动业务】电子书，了解更多网站移动端的优
化建议。

输入付款信息不便。

遗忘账户和密码。

移动端未优化，页面杂乱，
加载速度过慢。

eMarketer公司 ，2016年 2 月。http //www.emarketer.com/Article/Most- Digital-Buyers-Will-Make-Purchases-via-Smartphone-by-2017/1013590 

Source: BI Intelligence Survey, Feb 2017. https://intelligence.businessinsider.com/retailers-must-optimize-sites-for-mobile-2017-4

31% 18%

17%

2

3

2

3

https://www.paypal.com/c2/webapps/mpp/paypal-information-hub/mobile-commerce-guide?locale.x=zh_c2


网站安全



在网站显眼处展示您认证证书和品牌标识，向客户证明您的网站是安全，值得信赖的。

让客户知道您的网站值得信赖

客户在进行网购时，对于网站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而客户判断网站是否安全、值得信赖，首先是通过网站中的相关认证证书或品
牌表示作出判断。因此，您需要在网站的首页、产品、购物车等页面中展示以下两类证书，向客户证明网站是安全、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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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相信您的网站是安全的
认证证书 品牌标识

让品牌帮助您赢得客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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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认证证书
让客户知道您的网站会确保他们的个人和财务信息
的安全。

研究指出，展示网站认证可以提高客户对在线购物的信心，然而，
只有 35% 的商家展示该信息  。

认证证书的种类繁多，但一般情况下，您可以出示安全、公司、
隐私等类型的证书，让客户知道您的网站是安全的。您可以查看 
【打造值得信赖的在线业务】 电子书，了解认证证书的更多信息
以及其他与在线业务相关的专业建议。

Unbounce.com4

4

https://www.paypal.com/c2/webapps/mpp/paypal-information-hub/establish-trust-in-your-online-business?locale.x=zh_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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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站的醒目处展示合作品牌的标志，让品牌帮助
您赢得客户的信任

根据 Baymard Institute 调查显示，客户对于网站 TLS／SSL 加密
技术并不了解，在判断网站是否值的信任的时候，更多是从熟悉
的品牌来判断是否值得信任  。

因此，您可以在网站中展示合作的支付、货运、防火墙等品牌标
识，通过品牌的知名度获取客户的信任。

PayPal 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2 亿活跃用户，您
只需在网站开通 PayPal 付款，即可前往 PayPal 标志中心，下载 
PayPal 品牌标志，展示在您网站中，让 PayPal 帮助您赢得客户的
信任。

利用品牌的强大影响力

Baymard Institute “eCommerce Checkout Usability”（《电子商务结账可用性》）报告，2014年 12 月更新。5

5

https://www.paypal.com/c2/webapps/mpp/logos-buttons?locale.x=zh_C2


结账流程



优化结帐体验，降低结账流程中产生的弃购率。

事关网站销售的重要环节

结账流程事关客户的结账体验，也是客户放弃购物的高发地带，优化结账流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但您并不是孤军奋斗，因为 
PayPal 除了可以帮助您快速收款，也有其他产品可以帮助您优化网站结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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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便的 PayPal One 
Touch™ ，提升交易
转化率

添加快速结帐按钮，
减少结账步骤

透过参数设置，为客
户提供两种支付方式

在结账页面展示您的
商家 Logo，增加品
牌露出

在结账页面显示商品
的详细信息，增强客
户支付信心

联合登录按钮，允许
非会员进行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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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下单：
购物车

再次下单：

登录并“记得我” 完成支付 商户确认

购物车 完成支付 商户确认

客户只需登录一次，之后不必再登录，方便客户的
再次购物。

PayPal One Touch ™ 一键支付是 PayPal 为方便客户购物，促进交
易转化率所推出的功能。有了 One Touch™ ，PayPal 用户只需在
第一次登录时勾选“保持登录”，半年内，用户在相同设备上在
任意商户网站购物，结账时也能省去输入用户名、密码等支付信
息的麻烦，也不用等待页面跳转，闪电下单！

更方便的
PayPal One Touch™

143 
商场市场 200+

消费者市场

87.5%
转化率

5,000万
消费者使用过
 One Touch™

超过

50% IR500
互联网零售商 500 强都

支持 One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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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快速结帐按钮
添加快速结帐按钮，减少客户结账流程，
提高成交率。

添加快速结账按钮的好处在于，可以帮助客户减少的结账流程。
您可以将快速结账按钮添加在网站的产品页面、购物车页面，甚
至网站首页，让客户可以直接跳转到 PayPal 结账，跳过登录注册
步骤，优化购物体验，提高成交率。

另外，在集成 PayPal 快速结帐按钮之后，PayPal 会在结算过程中
将买家在 PayPal 账户内预设的发货地址传递给商户后台，这样，
可以免去买家在商户网站上重新输入送货地址的操作，简化买家
支付流程，提高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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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数控制，为客户提供账户和信用卡两种支付
方式。

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用户习惯和喜好，在支付方式也不例外，有
的客户喜欢使用 PayPal 购物，也有的客户偏好使用信用卡付款，
因此，为客户提供不同的支付方式，可以让更多客户向您购物。

而实现这一情况并不困难，您只进行简单的参数设置，并在支付
结算页面添加 PayPal 账户支付和信用卡支付两种图标，即可让客
户在支付结算页面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为客户提供
两种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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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非会员进行购物
客户无需注册，通过 PayPal 账户即可完成购物。

您可以在网站中添加“ Log In with PayPal ”联合登录按钮，令客
户可以使用他们的 PayPal 账户登录您的网站进行购物。

此外，在客户授权后，您可以同步获取客户的姓名、地址、邮箱
和电话号码等基本信息，省去让客户再次输入个人资讯的麻烦，
也降低客户进行首次购物的门槛。

您可以下载【 降低首次购物门槛，请新客户进门】电子书，进一
步了解相关信息。

https://www.paypal.com/c2/webapps/mpp/paypal-information-hub/how-to-collect-client-information-smartly?locale.x=zh_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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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ayPal 结账页面展示您的品牌标志，增
强客户对于您品牌的印象。
PayPal 的结账页面不同于其他支付方式的结账页面，您可以在结
账页面展示您的品牌标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令客户快速识别
出您的品牌，增强购物的可信度，减少因此而产生的疑惑造成的
客户流失，并且加深客户对您品牌的印象。

在结账页面展示
您的品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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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页面
显示商品明细
在 PayPal 支付页面展示商品明细，增强客
户的支付信心。
您可以将订单详情通过参数传递给 PayPal ，这样在 PayPal 的支付
页面中，就会显示详细的商品明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
降低部分客户因完全与购物无关的支付页面的支付疑虑；另一方
面，方便客户再次确认账单，增强客户的购买信心。



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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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起客户的购物欲望
通过相应的营销手段，勾起客户的购物欲望，刺激消费。
当客户进入您的网站，说明他们都带有一定的购物心理，您可以通过不同的促销活动，刺激他们的购物欲望。如果您想在网站上进
行促销活动， PayPal 快速结账产品可以支持您进行以下三种促销活动形式： 

闪购
限时抢购模式，在限定的时间内
以一定折扣的价格出售商品，限
时限量，售完即止。

团购
团体购物，指认识或不认识的客
户联合起来，获得最优价格的一
种购物方式，实现薄利多销。

预售
在产品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场前进
行的销售行为，通过预售了解产
品是否拥有市场，而预售的价格
通常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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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开发者帮助
上述中，有诸多内容涉及开发者的专业问题，如果您有
疑问或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前往 PayPal 开发者中心了
解 API 对接、参数设置等信息，此外，您也可以在 
"PayPal 外贸帮" 微信公众号将问题留言给我们，我们的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帮助您优化网站，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https://developer.paypal.com


 

本文不为任何形式的第三方产品和第三方服务提供担保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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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消费者提示： PayPal 服务的提供者为新加坡公司 PayPal Pte. Ltd. ，且  PayPal Pte. Ltd. 系 PayPal 储值工具的持有者。使用 PayPal 的相关服务应遵守
《 PayPal 服务用户协议》、《隐私权保护规则》和《合理使用规则》。



  

  

 

   

 
www.paypal.com/c2/information-hub

每月更新外贸知识、行业趋势及业务管理技巧，满满的干货，全部免费下载，助您更好
地拓展外贸业务。

PayPal 外贸一站通

扫描二维码，关注 " PayPal 外贸帮" 微信，每周获取最新的外贸资讯、知识与经验分享，
更可以关联 PayPal 账号，随时查看账户余额及交易动态，享受 PayPal 的深度服务。

" PayPal 外贸帮 " 微信

想知道更多 PayPal 产品信息及跨境电商市场洞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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