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章
用视觉设计聚集
消费者的目光
视觉营销的第一步是聚集消费者的视线，在引起消费者注意的基础
上，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关注，才能为营销争取机会。本章首先对网店视
觉营销中聚焦理论的知识点进行分析与归纳，然后结合实际操作案例，讲
解如何从视觉设计出发去引起消费者的关注，获得更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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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早已从物质匮乏的卖方市场进入由消费者自由选择与主导的买方市场，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注意力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这一概念被搬上了营销的舞台。美国人
Michael H. Goldhaber 在 1997 年发表的《注意力购买者（Attention Shoppers）》一文中首先提到：
“对于经济而言，消费者的‘注意力’可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要获得经济效益，首先需要让消
费者注意到你的存在。”
没错，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让消费者在视觉上聚焦商品是形成购买的前提，这一点在主
要依靠视觉去传递商品与交易信息的网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可以说，对于网店而言，视觉
的聚焦是营销的第一步。在进行网店的视觉设计时，通过一些手段去表现与传达营销信息，搭建
视觉的磁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聚集消费者的目光，并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准确接收营销信息
的关键点，且快速引导其进行购买，才能更好地形成买卖的转化、完成销售。

1.1

用色彩让设计更聚焦

研究表明，人们的视觉对色彩与形体这两个视觉元素的感受有着一个变化过程：在接触到某
一事物的前 20 秒，人们所注意到的 80% 的内容为事物的色彩，20% 为事物的形体；2 分钟后，
人们的注意力会稍微分散，但此时会注意到的内容仍有 60% 为事物的色彩；5 分钟后才会开始对
色彩与形体形成均衡的感受，如下图所示。这告诉我们，在人们观察事物时，色彩是较具吸引力
的视觉元素，也就是说，色彩具有一定的视觉聚焦作用。因此，聚集消费者的目光可以首先从色
彩入手。
视觉感受随时间变化分布情况
色彩

形体

数据来源：WWW.ChinaI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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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色彩搭配聚焦主题

先来看看右图，相信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困惑：这张图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鲜亮的红色女
鞋在图片中尤为显眼，观看者的视线会
首先落到此处。那么，这张图片的设计
目的是突显商品吗？可是图片中并没有
相应的卖点说明文字，只有优惠活动说
明，但是文字信息却模糊不清。这样的
图片让人无法捕捉到设计者的用意，因
而无法很好地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
其实，这张图片属于促销广告图片，
这类图片主要是通过对促销内容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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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从而促进销售。然而图中促销信息的表现力非常薄弱，不足以引起消费者
的注意，其原因在于色彩使用不当。
图中的促销文案采用了白色与少量黄色这两种明度较高的色彩，而背景色彩主要为浅灰棕色，
其明度也较高。如下图所示，白色位于色立体模型的最高点，也就是明度最高的位置，黄色与浅
灰棕色也接近白色，由于色彩属性相近，高明度与高明度色彩的搭配无法形成抢眼与强烈的对比
效果，这就导致了图片中的文案信息不能得到突显。

高
明度
低

高

低
纯度

文案的色彩

色彩位置较近，对比较弱

图片背景的主要色彩

找到问题的症结后，我们来对这张图片进行改造，通过改变文案色彩并添加装饰色块，加强
文案与背景的对比，结果如下图所示。
1 改变文字本身的色彩—
降低明度，增强对比。将文
字的色彩从白色改为黑色，
拉开与背景色彩的明度差
距，使文字更突出
2 若不改变文字色彩，也可
通过添加色块来衬托文字，
但要注意色块的色彩要与文
字和背景的色彩形成对比，
否则仍然无法达到吸引眼球
的目的

1.1.2

利用色彩的联觉聚焦图片

在心理学上，一种感觉触发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被称为联觉现象，而色彩的联觉可以简单
地理解为由色彩引发的联想。例如，当人们看到蓝色、黑色时往往会联想到高科技和高品位的事物，
看到橙黄色又往往会联想到餐厅里的灯光和食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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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

心理感受

红色

兴奋、热情、不安

橙色

能量、激进、快乐

黄色

鲜明、欢快、喜悦

绿色

清新、活力、健康

蓝色

冷静、忧伤、严谨

联想到的商品

色相

心理感受

紫色

高贵、气质、智慧

食品、暖光灯具

黑色

肃穆、黯然、神秘

荧光笔、蜂蜜、柠檬

白色

神圣、无邪、质朴

灰色

科技、朴素、优雅

戒指、手机、电脑

粉色

天真、甜美、浪漫

母婴用品、少女饰品

敬酒服、年货、口红、
红包

药品、环保袋、盆栽、
空气净化器
男士用品、科技电子
产品

联想到的商品
晚礼服、化妆品
高端奢侈品、车饰、
鼠标、键盘
医疗用品、餐饮器皿、
婚纱

色彩的联觉现象可以说是人们感知色彩的一种经验，在消费过程中，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
地运用这种感知习惯。同时，由于人们的视觉对于色彩的感知最为敏感，因此，人们在浏览购物
网站时，很可能会首先通过色彩去识别商品。
例如，当消费者想要购买一些零食时，很可能会忽略一些其他色彩的事物，而将注意力集中
在寻找橙黄色的事物之上，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橙黄色是容易引起食欲的色彩，他们已经习惯
于将食物与橙黄色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先来对比如下所示的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的内容与主题都围绕着零食商品展开，但它们有着不同的主色调。消费者看到这
两张图片后，首先会注意色彩，形成如下所示的感知心理。
左图以蓝绿色为主色调，好像与我想要购买的
零食的形象色彩不搭调，这张图片所传递的信
息应该不是我所需要的。

右图以橙黄色为主色调，与我想要购买的零食
色彩相匹配，说不定正是与零食相关的图片，
我要继续了解一下。

不再关注图片中的信息与内容，放弃点击。

继续关注图片中的信息，并可能执行点击操作。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图片内容不变，不同的色彩运用也会让消费者做出相反的选择。要
吸引消费者的目光，需要根据消费者的习惯认知，寻找最能代表和表现商品的色彩，将其运用到
相关的视觉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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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觉设计聚集消费者的目光

巧用构图表现视觉焦点

除色彩元素外，人们对于图形元素的感知也较为敏锐。利用图形分割布局、装饰图片，营造
主次分明的构图效果，也能形成吸引消费者眼球的焦点，激起消费者接收信息的兴趣。
当然，构图的形式数不胜数—对称式构图、集中式构图、斜切式构图……下面并不具体介
绍某种构图形式，而是重点讲解构图的思路与要点。

1.2.1

吸引眼球的标签装饰

通过 1.1.1 中的实例我们已经知道，色块可以将某些视觉元素衬托得更为显眼，这样的思路
也可以运用在构图布局设计中，通过标签图案的添加，突显图片中的重点信息。
右图采用了三段式集中构图
的形式，将商品展示信息分别放
置在画面的左右两边，文案部分
则放置在了画面的视觉中心这一
显要位置，并添加了标签图案进
行衬托，可谓双管齐下，足以吸
引消费者的视线。

1.2.2

通过势能引导消费者的目光

势能是指利用视觉元素的排列组合、造型或构图方式，让已经聚集了消费者视觉的设计进一
步形成一种牵引力，以将消费者
的目光引导到商家需要消费者关
注的重要信息上去。这是一种更
具深层意义的设计思路。
如右图所示的图片便采用了
势能引导的构图。首先，模特的
姿势构成的三角形起到了箭头指
引的暗示作用，消费者顺势便望
向文案部分。其次，模特的视线
与面部朝向文案部分，也在无形
中暗示消费者看向文案部分。

1.3

页面布局形成视觉焦点与视觉动线

网店虽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店铺，但也需要像线下的实体店那样对商品进行展示。例如，
网店的首页就相当于商品的展示空间，商品详情页则可以让消费者更详细地了解某件商品，就像
在实体店中消费者通过感官与商品进行接触、从而直接感受商品质量和款式一般。虽然消费者在
网店中不能直接接触商品，但是电商商家却可以通过合理设计店铺页面，让消费者获得身临其境
的购物体验。不论是店铺首页还是商品详情页的设计，都离不开对商品、店铺、活动等信息的“排
兵布阵”。安排好店铺各个页面的框架与布局，也是网店美工与广告设计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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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用视觉动线引导消费者

网店的首页就如同实体店的货架，首页中的商品展
示图片则是货架上的商品。相较于商品摆放杂乱无序的
货架，消费者当然更愿意看到商品排列整齐的货架，这
也更便于他们挑选商品。因此，网店首页的商品展示图
片布局通常采用如右图所示的整齐划一式布局，这虽然
是一种最为传统和保守的布局模式，但很“保险”，设
计制作的难度也很低，适合新手。并且在如今这个推崇
“快阅读”的时代，消费者很容易失去浏览的耐心，而
整洁的排列能让消费者获得快速、轻松的浏览体验。但
要注意图片数量不宜过多，横排的图片最好不要超过 5
张，否则仍然容易让消费者在浏览时产生压力和倦怠感。
整齐划一的排列方式虽然简洁，但看多了也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死板。此时便需要考虑通过灵
活多变的图片组合排列方式形成视觉动线，一方面可以减少消费者浏览时的枯燥与乏味感，另一
方面还能引导消费者按照商家的期望看完所有重要信息，如下图所示。
1 单张商品海报图：将重点推荐的
商品以单张海报的方式呈现 ， 较为
丰富的表现形式能让消费者很好地
注意到商品信息

2 单张商品展示图片 ： 较重要的商
品以单张图片形式展示，较大的展示
面积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注意

3 两张商品展示图片：一些非重点
推荐的商品则可以用更小尺寸的图
片并排展示
4 三张商品展示图片：非重点推荐
商品也可以采用三张图片并排展示
的方式，形成丰富多变的页面效果

5 单张套餐组合图：除了单件商品
的展示图片以外，还可以搭配一些
与所展示商品相关的套餐组合推
荐图片，进一步引发消费者的购买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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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觉设计聚集消费者的目光

利用好首焦位置

在上个实例中，重点推荐商品的海报图片被放置在了商品展示版块的开端，以吸引消费者关
注，让他们产生继续浏览页面的兴趣。同样的道理，在对店铺首页及商品详情页中的版块进行布
局设计时也要利用好开端位置，以留住消费者的目光。
店铺首页的开端即店铺首页的第一屏，它是网页打开后第一时间出现在消费者视线中的页面
区域，在视觉营销中被称为首焦区域，在该区域中会形成首焦位置，如下图所示。如果这部分内
容能够首先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便能大大提高消费者继续浏览店铺页面的兴趣。
首焦位置的内容安排同样要考虑消费者
追求轻阅读与轻松购物体验的心理。左图中
的首焦位置安排的是以文字叙述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卖场简介，消费者有可能不会去阅读
这些信息，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过多的文
字会让他们失去浏览的耐心；其次，消费者
在进入店铺后迫切想要了解的是商品的信
息，而非卖场的信息。相比之下，下图所示
的网店首页的首焦位置中安排的内容采用了
图文结合的表现形式，就能让消费者有进一
首焦位置：以文字为主的表现形式，内容为卖场的简介

步浏览店铺的冲动。

1 有趣的图片展示，能让消费者通
过视觉获得较为愉悦的体验
2 文案部分的内容是店铺中的优惠
活动，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都是
极具吸引力的。文案部分的表现形
式也避免了长篇大论，而是用简洁
的文字与图形装饰相结合，让消费
者能够轻松获取关键信息

案例 1

男士商务皮包新品促销活动宣传图设计

初步构想
❶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色彩的准确运用，让消费者第一眼就将视线聚焦在宣传图上。参
考前文所述，最好选择高明度的色彩，如黄色，因为根据色彩的联觉效应，黄色总是能引起人的
警觉和注意。

❷该宣传图是使用在淘宝商品搜索页面左右两侧的钻展图片，所以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根

据竖版的构图对画面进行区域划分，营造稳重、大气的视觉效果。

❸从商品角度考虑，男士皮包的材质和款式是表现的重点。如何把商品材质好、款式新等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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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更好地传达给消费者，通过图像、文字还是别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宣传图设计的一个重点。

❹许多淘宝消费者习惯根据商品销量来判断商品是否值得购买，这一点要考虑在宣传图上表

现出来。

❺如何利用画面图案引导消费者视线，也是需要考虑的。
将以上这些内容都构思好了再动手进行设计制作，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灵感发散
宣传图的配色

高明度的黄色作为底色，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低明度的黑色作为图案颜色，与黄色形成对比，增强视觉冲击力
部分文字设置为红色，以强调重点内容

宣传图的构图

元素按上下结构均匀分布：上方是图案与文字，制造视觉焦点；
下方是多个新款男包图片，对商品进行诠释

商品的诠释
吸引消费者
的手段
男包新品促销
活动宣传图

图案的导向性

重叠排列商品图片：展示不同款式的商品，给消费者多种选择
“头层牛皮”文字标签：让消费者知晓商品的优良材质
销量数字：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向消费者传达商品销量很好、质
量过硬等信息，打消他们的疑虑
超低的折扣：也是吸引消费者购买的一个因素
上半部分的圆形图案聚焦视线，结合终端指向商品的闪电图案，
引导消费者按商家期望的顺序进行浏览
双手形成的环状图案，将大部分元素包围起来，也是极具指向性
的画面元素，能引导消费者将目光聚焦在商品图片上

操作解析
步骤

01

打开 Photoshop，执行“文件 > 新

建”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下图设置文件大
小、名称等，单击“确定”按钮，创建新的文件。
本案例要制作的是放置在淘宝网钻展位置的宣传
图，尺寸要求是宽 750 像素、高不限，如果完全
按照这个尺寸来制作，图片的清晰度会得不到保
证，因此，这里设定的尺寸比要求的尺寸大。制
作完成后，在锁定长宽比的前提下将图片缩小至
要求的尺寸，再上传至淘宝网。

素

材：随书资源 \ 素材 \ 01 \ 包.psd

源文件：随书资源 \ 源文件 \ 01 \ 男士商务皮包新
品促销活动宣传图设计.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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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02

用视觉设计聚集消费者的目光

在 工 具 箱 中 单 击 前 景 色 色 块，

在弹出的“拾色器（前景色）”对话框中设置
前景色为黄色（R254、G225、B1），按快捷键
Alt+Delete，填充整个画面为黄色，作为宣传图
的底色，以吸引消费者视线，如下左图所示。按
快捷键 Ctrl+R 显示标尺，然后从上方拖动参考线
到画面 5.5/4.5 的位置，帮助确定接下来需要绘制
的图案的位置。确定以后，使用移动工具将参考
线拖出画面，开始制作图案部分。单击椭圆工具，
按住 Shift 键在画面中拖动，绘制出正圆形路径。
按快捷键 Ctrl+Enter 将正圆形路径转化为选区，
设置前景色为黑色，新建“图层 1”，对选区填
充黑色，然后取消选区，制作出宣传图上半部分
的黑色圆形图案，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04

继续新建“图层 4”，使用钢笔

工具在圆形下半部分绘制闪电形状的闭合路径，
设置前景色为白色，按快捷键 Ctrl+Enter 将闭合
路径转化为选区后对其填充白色，如下左图所示。
重复此操作，再新建三个图层继续制作黄色与白
色的闪电，如下右图所示。注意将闪电图案的顶
点指向圆形底部的中间，形成图案的导向性。

步骤
步骤

03

图层”按钮

05

新建“图层 8”，在工具箱单击

椭圆工具，按住 Shift 键绘制一个比之前的圆更
单击“图层”面板中的“创建新
新建空白图层“图层 2”。单击画

大的正圆形路径，转化为选区后对其填充黑色，
接着在“图层”面板更改该图层的“填充”为 0%，

笔工具，在选项栏设置画笔为硬边圆、15 像素，

如下图所示。这样做是为了消除画面中的黑色圆

在工具箱中设置前景色为白色，按住 Shift 键在

形图像，但是在圆形图像上设置的图层样式可以

黑色圆形上绘制一根较细的白色直线，按快捷键

得到完整保留。

Ctrl+T 在线条上生成自由变换框，将白线旋转一
定角度，使其斜向将黑色圆形分割成两个部分，
如下左图所示。新建“图层 3”，使用吸管工具
在黄色背景中单击取样，设置前景色为黄色，然
后单击多边形套索工具，在白线下方绘制矩形选
区并对其填充黄色，完成后按快捷键 Ctrl+D 取消
选区，制作出黑色圆形分裂成两部分的图像效果，
如下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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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06

双击“图层 8”的图层缩览图，

在弹出的“图层样式”对话框中勾选“描边”选项，
“位
在右侧的面板中设置描边的“大小”为 44 像素、
置”为“外部”、“不透明度”为 100%、“颜色”
为黑色，如下左图所示。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画面中出现黑色的环状图案，如下右图所示。此
时读者应该能领会上一步中将图层的“填充”设
置为 0% 的用意。

步骤

09

在面板中选择“左手”形状，新

建“图层 10”空白图层，在画面中绘制手的路径。
按快捷键 Ctrl+T 在路径上生成自由变换框，如下
左图所示。在自由变换框内右击，选择“垂直翻
转”命令，将其垂直翻转，形成手指向下的效果。
然后对手的路径进行旋转与变形，使其能与黑色
圆环形成相同的动势与方向。调整好手的位置与
形状之后，按 Enter 键将路径转化为选区，对选
区填充黑色，制作出第一只手的图案，如下右图

步骤

07

新建“图层 9”，设置前景色为黄色，

所示。

选择画笔工具在下半部分黑色圆环位置涂抹，将
多余的黑色圆环图像遮盖掉，方便之后制作手的
图案，如下图所示。

步骤

08

在工具箱单击自定形状工具，在

选项栏单击“形状”选项后的下拉三角按钮，在
弹出的面板中单击“扩展”按钮

，在弹出的快

捷菜单中选择“全部”命令，如下左图所示。在
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将所有的形
状载入到面板内，如下右图所示。接下来需要从
这些图形里找到手的形状。

步骤

10

选择当前图层，在工具箱单击画

笔工具，在选项栏选择画笔为“硬边圆”（这样
的画笔绘制出的图像边缘是清晰的），然后设置
前景色为黑色，在黑色环形和手掌之间涂抹，使
它们自然地结合起来，如下左图所示。按快捷键
Ctrl+J 复制“图层 10”生成“图层 10 拷贝”图层。
按快捷键 Ctrl+T 将复制的手进行水平翻转，再移
动到如下右图所示的位置，并使用画笔工具修补
缺失的地方，这样就制作好了两只伸出的手的图
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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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具有上下两条红边的黑色四边形图案，如
下图所示。

步骤

11

复制“图层 1”生成“图层 1 拷贝”

图层，将最开始绘制的黑色圆形图案复制并移动
至图层面板的最上层，更改其“填充”为 0%，
隐藏图像。双击该图层缩览图，在“图层样式”
对话框中选择“描边”选项，在右侧面板中设置
“描边”的“大小”为 18 像素、“位置”为“内
部”、颜色为深灰色（R77、G77、B77，这是为
了和黑色圆形图案有所区别而又不会显得突兀），
如下左图所示。这样制作出的描边效果比之前单
独的圆形图案更有细节感。这个步骤与之前制作
黑色圆环的原理相同，在不影响黑色圆形上各个
图案的同时，为黑色圆形描上深灰色的边，完成
后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13

新建“图层 12”，使用椭圆工具

在画面下方绘制椭圆路径并转化为选区，对选
区填充与背景色同一个色系的橘黄色（R255、
G150、B0），如下左图所示，这个椭圆图案将
作为之后放置男包商品图片的底部图案。取消选
区，新建“图层 13”，使用椭圆选框工具在画面
两侧绘制椭圆选区，并对它们填充深灰色（R47、
G44、B39），制作出几个灰色小圆点，丰富画面，
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12

新建“图层 11”，使用多边形套

索工具绘制四边形选区，对其填充红色（R240、
G4、B70），作为之后要添加的文字的底色，以
突显文字，完成后取消选区。复制该图层生成“图
层 11 拷贝”图层，按快捷键 Ctrl+A 全选图层中
的图像，并按 Delete 键将其删除，在红色四边形
的位置绘制一个高度小于红色四边形的选区，对
其填充黑色。按快捷键 Ctrl+Alt+G 创建剪贴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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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4

执行“文件 > 打开”命令，打开

步骤

16

在“ 图 层 18” 下 方 新 建“ 图 层

素材文件“包 .psd”（本案例中用到所有的男包

19”，使用画笔工具绘制出中间的咖啡色男包的

图片都在这个文件中）。将其中的“图层 1”拖

阴影，如下左图所示。将“包 .psd”中的“图层 5”

动至本案例的文件中，生成“图层 14”，将男包

拖动至本案例的文件中生成新的“图层 20”，并

图片按下左图所示放置在手掌图案的中间偏左侧

在该图层下方新建图层，使用画笔工具绘制最前

位置。继续将“包 .psd”中的“图层 2”和“图层 3”

方的男包的阴影，如下右图所示。

拖动至本案例的文件中生成新的“图层 15”和“图
层 16”，按下右图所示进行重叠放置，放置时要
注意调整包与包之间的距离。这里选择的包的颜
色都较深，主要是为了与上方黑色的圆形图案相
衬，使画面达到平衡。

步骤

17

阴影绘制完成之后，开始进行文

字部分的制作。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创建

步骤

15

在“ 图 层 16” 下 新 建“ 图 层

新组”按钮

，创建“组 1”。在该组内新建一

个空白图层，单击横排文字工具，在画面上部分

17”，设置前景色为深灰色。单击画笔工具，在

输入文字“2.5 折抢绝版”，选中输入的文字，

选项栏选择画笔笔尖为“柔边圆”（这是为了使

执行“窗口 > 字符”命令，打开“字符”面板，

绘制出的阴影边缘呈现更加自然的虚化效果），

对文字的字体、大小、颜色等进行设置，如下图

接着设置“不透明度”为 45%、“流量”为 45%

所示。

（这样在绘制阴影时通过重复涂抹，就能得到深
浅不一、更加真实自然的阴影效果）。在左侧的
黑色男包的底部绘制阴影，效果如下左图所示。
完成后将“包 .psd”中的“图层 4”拖动至本案
例的文件中，生成新的图层“图层 18”，按下右
图所示将包重叠放置在最前面的位置。

步骤

18

继续使用横排文字工具选中数字

“2.5”，在“字符”面板设置文字大小将其变大，
然后选中文字“2.5 折”，更改文字颜色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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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9、G66、B60），突出低折扣这个重点。
如下图所示。

步骤

19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添加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描

图层样式”按钮

边”命令，在对话框中按下图所示设置参数，更
改描边颜色为背景的黄色。

步骤

21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继续在圆形图

案中输入文字“10000 人已下手”，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将对这一排文字进行调整，使文字与图案
更好地结合起来。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选中文字“抢绝版”，更改其
颜色为黑色，使文字更加醒目，如下左图所示。
按快捷键 Ctrl+T 在文字上生成自由变换框，按图
对文字进行旋转，放在红色线条之上，使文字的
排列更加规整，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22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选中输入的文

字，在“字符”面板中按下左图所示设置参数，
改变文字字体、大小、颜色等，完成后将文字移
动至黑色四边形位置，并按快捷键 Ctrl+T 在文字
上生成自由变换框，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四个角的
位置，对文字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使其与黑色
的四边形图案相平行，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20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选中文字，在

“字符”面板中单击面板下方的“仿斜体”按钮
，为文字添加斜体效果，使其呈现一定的动势，
与下方的四边形图案、白色线条等结合得更加自
然，如下图所示。

23

Photoshop 电商视觉营销·网店美工·广告设计完全学习教程

步骤

23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添加

步骤

26

单击自定形状工具，在选项栏选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描

中“星爆”形状，新建图层，在男包的左侧绘制

边”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下左图所示设置

形状路径后转化为选区并填充红色，如下左图所

参数，为文字添加白色描边效果，使文字在画面

示。单击文字工具，在形状中输入文字“头层牛

图层样式”按钮

中更加醒目，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皮”，以强调男包的材质，并更改文字的字体、
大小等，完成后单击“添加图层样式”按钮

，

为文字添加白色描边效果，如下右图所示。至此
便完成了宣传图的制作。

步骤

24

继续使用横排文字工具在黄色矩

形处单击输入文字“朗仕男包新品首发”，选中
输入的文字，打开“字符”面板，对文字的字体、
颜色等进行更改，具体设置如下左图所示。调整
完成后，按快捷键 Ctrl+T 在文字上生成自由变换

27

框，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四个角的位置，对文字进

步骤

行一定角度的旋转，使其与黄色的四边形图案相

则执行“图像 > 图像大小”命令，在弹出的对话

平行，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框中按淘宝网的要求进行参数设置，设置完成后

如果要将宣传图上传到淘宝网，

单击“确定”按钮。接着执行“文件 > 存储为”
命令，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设置文件保
存路径，格式为 jpg，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如下图所示。

步骤

25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选中“新品”

两字，在“字符”面板中更改其颜色为红色，以
突出这一信息。单击“添加图层样式”按钮

，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描边”命令，在弹出
的对话框中按下左图所示设置参数，为文字添加
白色描边，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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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促销活动宣传图设计

初步构想
本案例要设计的是一张多个品牌女装的促销活动宣传图，一般出现在活动页面的首焦位置，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图片的制作更要细致。

❶首先要定下整体的颜色基调，选择更贴合女装促销主题的色彩。

❷该宣传图为横幅式，需要考虑如何根据这种形式的幅面安排文字和图像等视觉元素，形成
吸引消费者眼球的构图。

❸利用视觉元素的排列组合、造型等形成牵引力，更好地将消费者的目光聚集到重要的信

息处。

❹精心撰写和设计文案以得到更多关注，使消费者聚焦促销内容并下单购买，达到促销活

动的目的。

灵感发散
整体的颜色
基调
横幅画面的
构图
用势能引导
消费者目光
女装促销活动宣传图

柔和的粉橘色作为主色调，符合女装受众群体的
气质
点缀少量蓝色，与背景色形成反差，起活跃画面
的作用
人物与文案按照左右分布进行构图，使文字形成
吸引消费者眼球的焦点
模特的手臂姿势构成的三角形发挥箭头指引的暗
示作用，引导消费者顺势看向文案部分
模特的视线与面部朝向文案部分，进一步暗示消
费者看向文案部分
运用颜色制造视觉焦点，红色的文字与蓝色的底
色相互反衬，聚集消费者视线

文案的设计

利用文字的大小差异构成视觉冲击，引起消费者
注意
使用“豪礼”“免费送”“首次降价”等有煽动
性的关键词吸引消费者

操作解析

素

材：随书资源 \ 素材 \ 01 \ 人

物.jpg、背景.png、标志.png
源文件：随书资源 \ 源文件 \ 01 \ 女
装促销活动宣传图设计.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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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01

在 Photoshop 中打开素材文件“人

物 .jpg”，之所以挑选这张图片，是因为模特的
手臂姿势和视线方向能形成引导消费者视线的势
能。接下来需要将模特图像抠取出来，执行“窗
口 > 通道”命令，打开“通道”面板，利用通道
来进行头发部分的抠取。首先选择“蓝”通道，

画面呈现有颜色的状态，然后在“图层”面板中
选择“背景”图层，按快捷键 Ctrl+J 复制选区内
图像生成“图层 1”，单击“背景”图层前的“指
示图层可见性”按钮

隐藏“背景”图层，只显

示“图层 1”，可看到画面中包括完整的头发图
像及其他呈半透明状态的图像，如下图所示。

因为这个通道中模特头发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差异
更大，更便于抠出发丝；接着按快捷键 Ctrl+J 复
制生成“蓝 拷贝”通道，如下图所示，接下来的
操作都在这个复制的通道中进行，以免影响原来
的通道信息。

步骤

04

选择“图层 1”，使用橡皮擦工

具把除头发和头发边缘的脸部、手部图像之外的
大部分图像擦去，如下图所示。

步骤

02

按快捷键 Ctrl+L 弹出“色阶”对

话框，按下图所示设置参数，增强“蓝 拷贝”通
道中图像的明暗对比，增大模特头发与背景的明
暗差异，使灰色的头发呈现更黑的状态。选择画
笔工具，设置前景色为黑色，在通道中将头发图
像内部发白的高光位置等涂抹为黑色，与白色的
背景形成对比。

步骤

05

单击“背景”图层前的“指示图

层可见性”按钮

重新显示“背景”图层，使用

钢笔工具沿着模特的轮廓绘制路径，因为头发图
像已经利用通道抠取出来了，所以头发部分的绘
制不用太精确，如下图所示。

步骤

03

按住 Ctrl 键单击“蓝 拷贝”通道

的缩览图，载入通道中白色部分的选区，再按快
捷键 Ctrl+Shift+I 反选选区，即选中图像中的黑
色部分，包括黑色的头发、衣服、草地等图像。
在“通道”面板中单击上层的“RGB”通道，使
26

按快捷键 Ctrl+Enter 将路径转化为选区之后，按
快捷键 Ctrl+J 复制“背景”图层中的模特轮廓生

第1章

用视觉设计聚集消费者的目光

成“图层 2”，按住 Alt 键单击“图层 2”前的

中选择“渐变”命令，创建“渐变填充”调整图层，

图标，可以查看该图层上抠取的模特图像效果，

在弹出的“渐变填充”对话框中单击渐变颜色，

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渐变编辑器”对话框中设置渐变颜色
为深粉色（R255、G213、B188）到浅粉色（R252、
G231、B218），作为宣传图的底色，确定整体
的颜色基调，如下图所示。

步骤

06

单击“图层 1”前的

图标，显

示该图层。同时选中“图层 1”和“图层 2”，
按快捷键 Ctrl+Alt+E 合并选中的图层生成“图层
1（合并）”，将抠取的头发部分和身体部分的
图像进行合并，完成整体模特图像的抠取，如下
图所示。

步骤

09

打开素材文件“背景 .png”，将

其中的衣服图案拖动至本案例的 PSD 文件中生成
“图层 1”，丰富背景效果，如下图所示。

步骤

07

该宣传图作为淘宝网首页的轮播

图，尺寸要求是宽度 950 像素、高度不限。这里
按照之前的做法，在 Photoshop 中新建一个比要
求的尺寸更大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步骤

10

选择衣服图案所在的“图层 1”，

执行“滤镜 > 模糊 > 动感模糊”命令，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按下左图所示设置参数，单击“确定”
按钮，接着更改图层的“不透明度”为 70%，如
下右图所示。

步骤

08

单击“图层”面板底部的“创建

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在弹出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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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模糊化的衣服图案与背景相融合，变得不那
么醒目，以免喧宾夺主，如下图所示。

步骤

13

继续创建“可选颜色”调整图层，

在“属性”面板中选择“红色”“黄色”“洋红”
选项进行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步骤

11

将之前抠取出的模特图像拖动至

本案例的 PSD 文件中生成“图层 2”。按快捷键
Ctrl+T 在模特图像上生成自由变换框，在变换框
内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水平翻转”
命令，然后按住 Shift 键拖动四角的节点，等比
例调整图像大小，如下图所示，按 Enter 键确定

按快捷键 Ctrl+Alt+G 创建剪贴蒙版，使颜色调整
效果只作用于模特图像，调整后模特肤色中的黄
色调被降低，洋红色调被去除，皮肤呈现偏粉效
果，如下图所示。

操作。

步骤

14

按快捷键 Ctrl+J 复制“可选颜色”

调整图层，加强颜色调整效果，使模特的皮肤更
粉嫩，洋红色调被完全去除，皮肤更通透，与背

步骤

12

景也更相衬，如下图所示。
在“图层”面板底部单击“创建

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创建“曲线”

调整图层，在“属性”面板中分别选择“RGB”
“红”“绿”“蓝”通道，更改曲线的形态，调
整 图 像 的 颜 色， 如 下 左 图 所 示。 按 快 捷 键
Ctrl+Alt+G 创建剪贴蒙版，使颜色调整效果只作
用于模特图像，调整后对比度加强，并且增加

15

了黄色调和红色调，以符合背景色调，如下右图

步骤

所示。

整图层，按下左图设置参数，提亮整体画面。选

在“图层”面板创建“曲线”调

择该调整图层的图层蒙版，设置前景色为黑色，
按快捷键 Alt+Delete 填充蒙版为黑色，隐藏提亮
效果。然后设置前景色为白色，选择画笔工具在
调整图层的图层蒙版中对模特右侧区域进行涂
抹，恢复这一区域的提亮效果，创造出模特右侧
偏亮、左侧偏暗的光影效果，如下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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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取消选区，在“图层”面板更改该图层的“不
透明度”为 50%，将这些图案调整为半透明状态，
丰富宣传图的画面背景，如下图所示。

步骤

16

在“图层”面板新建“图层 3”，

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在模特右侧绘制四边形选区
并填充蓝色（R79、G236、B243），作为文字的
装饰标签，如下图所示。

步骤

18

新建“图层 6”，使用多边形套

索工具绘制一些选区，并填充上与蓝色四边形
一样的颜色。取消选区后，更改图层的“不透
明度”为 60%，为画面背景添加少量冷色调，
如下图所示。

取消选区后在“图层 3”下方新建“图层 4”，
继续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在蓝色四边形下方绘制
选区并填充橘色（R255、G194、B160），制作
出四边形的阴影效果，丰富画面层次，如下图所
示，完成后取消选区。

步骤

19

双击“图层 6”的缩览图，在弹

出的“图层样式”对话框左侧勾选“投影”复
选框，在右侧的面板中按下图所示设置投影的
各项参数，为上一步绘制的图案添加投影效果，
增强立体感。

步骤

17

接 着 绘 制 一 些 图 案 作 为 装 饰。

在“图层 3”上方新建“图层 5”，使用多边形
套索工具在画面最左侧绘制三角形选区。按住
Shift 键不放，当鼠标指针形状变为 时，继续
绘制其余的三角形选区，并对选区填充白色，如
下图所示。

步骤

20

接下来为宣传图添加文字。使用

横排文字工具在模特图像右侧单击输入文字“明
星潮衣橱”，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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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文字后在“字符”面板中设置字体、大小等，
其中颜色为红色（R250、G56、B30），并单击“仿
斜体”按钮，制作出醒目的主体文字，如下图所示。

步骤

21

继续使用横排文字工具在“明星

潮衣橱”下方单击输入文字“300 款爆款”，选
中文字后在“字符”面板中设置字体、大小等，
其 中 颜 色 为 橘 黄 色（R235、G112、B54）， 如

步骤

24

打开素材文件“标志 .png”，将

其中的品牌标志图像拖动至本案例的 PSD 文件
中，按下图摆放，提升宣传图的档次。

下图所示。

步骤

25

新建一个图层，使用多边形套索

工具在如下左图所示位置绘制平行四边形选区，

22

并对其填充橘黄色（R255、G149、B99）。执行“选
继续使用横排文字工具在文字

择 > 修改 > 收缩”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

“300 款爆款”下方单击输入文字“首次降价”，

置收缩量为 13 像素，单击“确定”按钮，将选

选中文字后在“字符”面板内设置字体、大小、

区缩小，然后按 Delete 键删掉四边形图案的中

颜色等，要将文字设置得比上方的文字大一些，

间部分，形成四边形边框，将标志与文字围住，

通过文字的对比产生差异，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使它们结合得更紧密，如下右图所示。

步骤

如下图所示。

步骤

26

取消选区之后，继续使用多边形

套索工具在上下边框上绘制选区并清除图像，
制作出只有左右两侧有边框的图案，完成本宣
传图的制作，如下图所示。

步骤

23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在蓝色四边形

中单击，输入文字“20 万豪礼免费送”。分别
选中“20”“万豪礼”“免费送”，在“字符”
面板内设置不同的格式，增强文字的视觉冲击
力，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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