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可以写一个很棒的标题，
甚至长达数行
这是一个长达数行的副标题示例

本指南内容包含：

ĥĥ 数量指南ĥ

ĥĥ 质量指南

ĥĥ 主图片指南

了解我们推荐采用的照片类型、数量
和质量，帮助吸引旅客眼球，并将浏览
照片的客人转化为住客。在您每次计
划拍摄、上传照片，或者
检查您的房源展示内容时，请参考这
些信息。

ExpediaĥGroupĥĥ
拍照指南

展示旅客最想看到的照片

照片是向旅客展示您的酒店特点的最佳方式。上传正确的照
片，能够有效帮助您吸引住客并获得订单。为了帮助您充分
利用ĥExpediaĥGroup™ĥ展示获得订单，我们基于从ĥExpediaĥ
Groupĥ网站获得的搜索结果和预订数据，制定了关于照片涵盖
范围和品质的最佳实践。

展示旅客期望看到的内容 

ExpediaĥGroupĥ旅客使用手机查看
的照片数量平均为ĥ35ĥ张。1我们的照
片标准旨在确保您了解旅客期望看
到的各种照片类型，并且对于每种
照片类型都能提供足够多的照片。

确保照片能助力您获得订单

近ĥ94%ĥ的休闲游客人会在不同设
备上查看照片。2我们提供质量指南，
帮助确保您的照片在各种设备上
显示时都不会失真，且画质清晰。

快速吸引旅客的注意力 

网络用户实际阅读的内容通常不到
页面内容的ĥ28%。3按照我们的指南
来选择合适的主图片，帮助传达您的
房源故事，并增加点击率和预订量。ĥ

1.HomeAway，2017ĥ年。2.GoogleĥThink，2016ĥ年。3.NielsenĥNormanĥGroup，2008ĥ年。ĥ



数量指南

创建最具冲击力的照片库，
其中包括：ĥ

ĥĥ 每种房型ĥ4ĥ张照片，其中ĥ1ĥ张浴
室照片（包括ĥ1ĥ张窗外视野照片
和ĥ1ĥ张厨房照片（如果适用））

对于标准客房和豪华客房上传
不同的照片，激发住客升级房
型的意愿。如果酒店对于诸如
客房特有景观和服务设施等使
用独特的照片，那么每种房型
的平均转化率将提高ĥ11%。4并
且，不要忽略浴室ĥ-ĥ60%ĥ的旅
客认为浴室图片非常重要。5ĥ

ĥĥ 1ĥ张住宿外景照片

展示您的房源及其周围的
社区环境，让住客对房源
周边环境有所了解。

ĥĥ 1ĥ张入口通道/大堂照片

通过展示入口通道、大堂或者
接待区的照片，让住客感受
到酒店非常欢迎他们入住。ĥ

ĥĥ 每处重要服务设施ĥ1ĥ张照片

游泳池、餐厅、
健身中心、SPA、活动以及设施照
片对旅客而言很重要，这些照片可
让您的内容脱颖而出，并鼓励旅客
想象自己身临其境。

ĥ展示旅客期望看到的内容ĥ

4.ExpediaĥGroupĥ研究调查，2015ĥ年。5.Hotels.comĥ好订网研究调查，2015ĥ年。ĥ



如何获得合适尺寸的照片ĥ

照片尺寸和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图像的大小，由照片的像
素表示，实际表现为照片的面积（长
度乘以宽度）。我们建议采用长边像
素最低ĥ2,880ĥ的照片。

要查看照片的大小和尺寸，请遵循以
下步骤：

PC：右键点击图像文件，
然后选择“属性”。

Mac：按住“选项”的同时点击图
片文件，然后选择“获取信息”。ĥ

使用您的智能手机

将设置更改为高分辨率、高清晰度或
高动态范围ĥ(HD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我们的ĥ
使用智能手机拍照的技巧。

不建议采用的照片

不要上传包含以下内容的照片：ĥ

ĥ_ 人物和宠物

ĥ_ 物品杂乱无章

ĥ_ 显示其他酒店的价格或品
牌名称的标志和文本

ĥ_ 完全相同或近乎重复的照片，例
如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视图

ĥ_ 场景昏暗

ĥ_ 使用了黑白或风格滤镜的照片

质量指南
照片的方向

在ĥExpediaĥGroupĥ网站显示水平照
片时，效果最佳，因此请使用横向铺展
的照片。您也可以使用纵向铺展（竖向
构图）的照片，但我们不建议您使用这
种照片，因为它们不能充分利用可用
的空间。

分辨率

如果照片像素不高，图片尺寸很小，或者没有焦点，即使是最精美的酒店也难具
吸引力。照片长边像素达到或超过ĥ2,880ĥ时，无论在笔记本电脑还是手机上，都
能以高品质呈现。如果照片最长边像素低于ĥ1,000，则无法上传至网站。

真实

我们的研究表明，旅客不会相信采用长焦镜头或鱼眼相机拍摄的“失真”照片；
这些照片让客房或游泳池在网络上看起来比实际面积更大，但最终会让旅客感
到失望。6一般来说，选择平视角、线条平直不失真的图片，能让旅客对您的酒店
产生真实的认识。

 _

ĥ6.ExpediaĥGroupĥ研究调查，2017ĥ年。



选择最佳主图
片
主图选用最具冲击效果的
图片

您应选择自己的“主”图片ĥ—ĥ这张
照片将出现在大多数搜索页面上，
且会作为房源发布页面的首图。ĥ

这张图片应该显示您的酒店的独特
之处和吸引力所在，让住客的期望值
倍增。举例来说，如果您的酒店特别
适合在阳光普照的日子，畅快地放
松和享受假期，则选择明亮的户外
照片，而不是光线暗淡的室内照片。

理想的主图片

ĥ 独一无二的外景照片

ĥ 别致或时尚的室内装饰ĥ

ĥ 游泳池（如果这是酒店的一大卖
点）

ĥ 客房视野，如果邻近主要地标

不具吸引力的主图片 

ĥ_ 浴室

ĥ_ SPAĥ服务/健身设施

ĥ_ 用餐区

ĥ_ 商务设施ĥ

©ĥ2019ĥExpedia,ĥInc.ĥ保留所有权利。042019ĥĥĥZH-CN



您可以写一个很棒的标题，
甚至长达数行
这是一个长达数行的副标题示例

您可以写一个很棒的标题，
甚至长达数行
这是一个长达数行的副标题示例

采用独特摄影方法，突出展示
酒店各空间的最大特色

本指南内容包含：

ĥĥ 客房展示技巧ĥ

ĥĥ 酒店外景和庭院展示技巧

ĥĥ 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展示技巧

学习如何选取正确的角度和光线，出
色地描绘旅客最想查看的酒店区域图
景。将这个技巧分享给您的专业摄影
师，或者利用它拍摄您自己的照片，丰
富您的照片库。

网络用户阅读的网页内容一般不超过总量的ĥ28%1，所以您需要利
用照片来传达您的酒店住宿体验。展示您酒店的特点和细节可以
帮助旅客直观地了解住宿环境，从而吸引他们进行预订。

提供真正重要的照片

为每种类型的客房配以独特照
片的酒店，其平均转化率会高出ĥ
11%。2了解如何利用风格、焦点
和角度推荐来区分各个区域。

向旅客展示酒店周边环境

旅客在决定预订哪一家酒店时，
认为地理位置比服务设施、价格
和星级更重要。3利用出色的酒
店外景照片，帮助他们直观地了
解酒店所在地的周边环境。

突出介绍酒店独有的特色

旅客搜索服务设施时，也希望能够
看到这些设施。按照我们的指导，
拍摄您的游泳池、健身房和餐厅等
场所，展示您的酒店独有的特色。ĥ

1.NielsenĥNormanĥGroup，2008ĥ年。2.ExpediaĥGroupĥ研究调查，2015ĥ年。ĥ
3.全球ĥMarketĥMetrixĥ酒店指数，2012ĥ年。

客房照片展示指南



由于不同房型容易混淆，因此在
开始拍摄客房前，我会在便利
贴上写下房型，并将它拍下来。
这样，我就知道下面要拍摄的所
有照片都属于“豪华”客房，直至
我看到“行政”便利贴的照片。

MICHAEL DOWN
EXPEDIAĥGROUPĥ媒体设计师

客房
ExpediaĥGroupĥ建议，每种客房类型展示ĥ3ĥ张不同照片，附加ĥ1ĥ张浴室照片，也就是每种房型总共ĥ4ĥ
张照片，但您应该拍摄更多照片，以便从中选择您最喜爱的几张。

突出显示酒店
的精髓所在

使用自然光

比起人造光，人们更喜欢自然光。在白
天拍摄照片，打开窗帘，让自然光直射
投入。拉上纱窗帘，可帮助减少眩光，
但不会妨碍光线透入。

展示客房清洁服务

将拍摄时间安排在客房清洁人员清理
房间之后，住客入住之前，此时客房最
为干净整洁。有些摄影师在拍摄期间，
会要求清洁人员一同参与。

作最后调整

关闭电视。抚平床单和羽绒被。开始拍
摄之前，花一些时间调整家具的位置
和窗帘的状态。抵制住想要添加花瓣
或礼物等物品的欲望，因为在住客抵
达时，房间中实际不会配备这些东西。ĥ

拍摄客房中值得注意的点

若不同房型具有不同特点，如视野、起
居区域或更大浴室等，拍摄时应将这
些不同之处包含在内。这些照片通常
会吸引旅客升级房型。



浴室拍摄技巧ĥ

倒影

注意摄影师在镜子、浴室门和窗户
上的倒影。尝试从不同角度打开浴
室门。

照明

尝试将照相机放置在曝光时间较
长或曝光度较高的位置，以消除照
明不够带来的问题。如果您在浴室
内拍摄，且色彩明亮（例如白色），
请缩短或降低曝光度，以帮助减少
眩光。ĥ

小空间

从上方拍摄狭窄空间可以更好地
捕捉全景。如果可能，请拆下浴室
门，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其
内部。

干净整洁

彻底清洁镜子和所有墙面，不要忘
了合上马桶座圈。放置全新的未开
封的卷筒纸，向住客保证浴室已经
清洁。

小细节

毛巾架上悬挂的毛巾长度应该相
同，看起来柔软舒适。同样地，卷折
起来的毛巾也应该是全新的，而且
柔软舒适。卷折起来的毛巾应该面
向同一方向，卷折处面向摄像头。ĥ

60%ĥ旅客认为浴室
照片非常重要。4

在所有四个角落拍照

利用对角线来增加深度，并吸引访客将视线放在聚焦点上。从客房的不同角落
拍摄照片将让您拥有更多选择来选取最佳视角。尽可能不要将通风口和垃圾桶
拍摄在内。ĥ

拍摄一些平视镜头照片

使用取景器的网格线来确保垂直线是否平直。以客房的结构框架为基准放置相
机，以便相机和其中一面墙完全平齐。将您所需的焦点（枕头、窗户）置于网格的
交叉点位置。

拍摄时，让地板和天花板保持相同的入镜量 

这可以让客房视图具备平衡感。尽可能将地板拍摄在内。客房照片中如果不包
含地板，会给人一种漂浮感。并非始终需要将整个客房拍摄到照片以内。有些时
候，只拍摄一个角落会给人一种带入感。

试着从较低角度拍摄床 

这可以让客房视图更有意境，也可以增加照片构图的多样性。如果您使用三脚
架进行拍摄，请将其高度设置在肩膀以下。

4.Hotels.comĥ好订网研究调查，2015ĥ年。



酒店外景和庭院
旅客非常喜欢能够展示酒店与周边环境相关的照片，市区酒店尤其如此。运用光线和动作可以让旅客
想象自己在迈出酒店大门之后的观感。ĥ

为您的酒店带
来场所感

在黄金时刻拍摄照片

在拍照的“黄金时刻”拍摄室外照片ĥ-ĥ
太阳刚刚升起之时，或者将要落山之
前。白天拍摄的照片可能显示不错的
天气和迷人的景观，晚上拍摄的照片
则会因间接光线形成迷人光圈，给人
营造热情的氛围。ĥ

拍摄室外服务设施

如果酒店提供自行车供旅客使用，别
忘了拍摄。但是，如果旁边的咖啡馆不
归酒店所有，则不要拍摄。让住客对到
达酒店之后，或者在早晨步出客房享
用早餐时能够获得哪些服务和体验有
一个大致的预期。

不要太过偏离主题

不要将从酒店无法看到的区
域地标或景观包含在照片
之内。这会让住客失望。

显示酒店位置

如果您的酒店远离城市，在拍摄外景
照片时，请传达出周边环境能给人带
来的放松感觉。如果位于城镇广场，请
尝试向上倾斜您的相机，以展示酒店
周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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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
当旅客在搜索游泳池或健身房等服务设施时，如果他们点开了您的页面，向他们展示该设施的图片有
助于吸引他们进行预订。ĥ

向旅客展示酒
店独有的特点

大堂

旅客会寻找光线明亮、照明充足且
带有休息区的大堂，他们可以在这
里休息放松，研究接下来的活动或
者通过社交媒体保持消息畅通。ĥ

重要的服务设施

游泳池、商务中心、SPA、早餐或或酒
店内设咖啡厅的图片可以帮助您的酒
店脱颖而出。

用餐

突出显示独有的用餐体验，例如
公共食堂、野餐区，或者当地特
有的食品。如果您的酒店提供
早餐，确保提供食品站、自助餐
或按菜单点菜选项的照片。

社区空间和装饰

利用引人注目的艺术品或运动
纪念品的照片来展示酒店独有
的特色。从上方拍摄的楼梯照
片也能获得特别好的效果。

我们更希望摄影师以空白画布
的方式拍摄空旷无人的餐厅空
间。这样，当团体客户或活动举
办方预订我们的餐厅时，他们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布
置，而不必考虑原本的布置。

LIZZIE RAUDENBUSH
KIMPTONĥSHOR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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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智能手机的拍摄功能 本指南内容包含：

ĥĥ 清晰度和照明设置ĥ

ĥĥ 智能手机设计指南

找到智能手机相机中用于拍摄高品质
图片的设置，了解构建迷人图片、解决
困难设置的技巧。依照这些建议，您便
可做好充分准备，利用手中的工具拍
摄出专业水准的照片。

借助近年的智能手机技术更新，只需利用随身携带的手机，您就能
拍摄出高分辨率照片。智能手机的相机让您能够拍摄精美的酒店
图片，从而节省了邀请专业摄像师的费用。了解如何充分利用智能
手机的相机会让您有更多机会拍摄出照片影响力较高的照片，并
将其转换为预订。ĥ

不依赖专业摄像师，也能拍摄出专业
照片 

大部分智能手机都能拍摄高分辨率
照片。在线和您的手机制造商确认
相机的功能，然后遵循下列说明。

利用您手机中的工具

利用智能手机的合成工具，参考
几条行业设计标准，将日常拍摄
的照片转化成专业的图库图片。

避免常见的拍照错误

不要因为照明或角度方面的困难
而沮丧。预先制定计划，解决具
有挑战性的设置和条件问题。

使用智能手机拍照的技巧



越简单越好

使用自然光

如果您需要在没有太阳光的情况
下拍照，请调节曝光度，而不是使
用闪光灯。如果您需要额外采光，
请在闪光灯上放置一个薄薄的白
色粘贴标签或一片纸巾来柔和拍
摄效果。ĥ

保持稳定

注意，不要向前或向后倾斜手
机。这会让垂直线出现歪斜。向
上或向下移动您的手机，将需
要拍摄的内容纳入方框之内。要
保持手机水平和稳定，请将其
置于三脚架或一摞书籍上方。

切勿采用数码变焦

变焦功能会模糊图像。作为
替代，您应该向前走动，借此
捕捉您想要拍摄的图像。ĥ

跳过滤镜

不要有想要使用照片编辑ĥAppĥ来
为照片添加滤镜或修饰照片的想
法。此外，如果您的相机具有捕捉
动态动作的实时拍摄功能，请将其
关闭，因为您需要拍摄的是静态
照片。

调整设置
使用您的智能手机设置来创建专业的图片。利用正确的设置加上
几个便利的技巧，手机相机就能拍摄出非常不错的照片。ĥ

使用 HDR 模式

将设置更改为高分辨率、高清晰度或高动态范围ĥ(HDR)。这种设置拍摄的照片
质量、清晰度、色彩深度和照明效果会更好。要找到您的ĥHDRĥ控件，请检查智能
手机ĥAppĥ的标题栏，或进入手机的ĥAppĥ设置。

在不采用ĥHDRĥ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ĥ 在采用ĥHDRĥ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ĥ

调节曝光度

曝光度是改善光线较暗环境的最佳工具之一。采用更高的曝光度设置时，会有
更多光线进入镜头，从而拍摄出光线效果更好、更生动的照片。ĥ

智能手机的曝光度设置通常采用太阳图标表示，位于“自动对焦跟踪框”旁边。
拍摄照片时，有些手机要求您轻触屏幕来聚焦某个区域，自动对焦跟踪框随之
出现，标明整个图像中最清楚的部分。在这个方框旁边，查找太阳图标，用于增
加或降低曝光度。ĥ

对于其他手机，您可以按住图像的一个点来进行对焦，并采用相同步骤来调节
曝光度。有些手机的设置中提供“专业模式”，允许您调节曝光度。熟悉此功能，
之后再进行拍摄。

如果客房光线较暗而您又面向窗
户，您拍摄的将会是背光照片。在
这种情况下，请穿越客房，让窗
户位于您的身后。如此，光线的
方向将与拍摄方向保持一致。

MICHAEL DOWN
EXPEDIAĥGROUPĥ媒体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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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设计师思维
使用简单的设计原则和智能手机功能来拍摄具有吸引力的照片。网格线可以帮助保持照片的方向平
直，方便进行合成。

网格线

在图像取景器中增加网格线之后，您
会看到照片中显示垂直直线和水平直
线。这些线条不会显示在您的照片中ĥ-ĥ
它们仅用于引导您完成图片设置。ĥ

照片中如果含有墙面且呈现一定角
度，则照片看起来会失真。尝试将照片
中的垂直和水平直线与网格线对齐，
以避免出现此问题。

网格线可以帮助您排列照片中的关键焦点。大部分手机都允许您在相机的ĥAppĥ设置中打开网格线，您可以在ĥAppĥ内部，
或者在手机的通用设置的“照片或相机”设置中找到。找到网格或网格线，然后将此功能设置为“开启”。ĥ

三分法

通过合成方法在图像中排列元素。开
始合成时，摄影师一般采用“三分法”
。三分法理论认为，人眼通常会被划分
为三等分的图像吸引，而重要的拍摄
主体一般都会落在三等分划分线内。
将您的拍摄主体放置在这些线条的交
叉点位置，以便吸引观看者的注意。ĥ

使用网格线来对齐图像。然后，将您想
要突出显示的对象沿线放置，或置于
这些线条的交叉点位置。



重要的服务设施：对于许多服务设施，您可能需要提供
一张或多张照片来进行展示。以下是一些示例。

 活动和运动
 沙滩
 健身中心
 游戏和娱乐
 游泳池
 游猎/驱车游猎
 双板滑雪/单板滑雪
 SPA

用餐：拍摄单独的照片，展示餐厅的内部布置和特色菜
肴。 

 酒吧
 早餐 
 客房用餐
 共享厨房
 当地美食选项
 餐厅

房型 1 房型 2 房型 3 房型 4 房型 5 房型 6
客房（床铺拍摄在内）      

浴室      

客房特点 1      

客房特点 2      

客房特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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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兴趣点（作为单独的类别上传）和其他照片：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外景：上传一张或多张房源整体建筑和庭院的照片，让旅客对住所产生大体印象。

  入口/大堂：至少要上传一张照片来展示您的入口通道、大堂、接待区，以及任何其他公共区域或座椅区域，让旅客大致
了解房源的内部状况。 

客房：每种房型至少上传四张照片，其中包括一张浴室的照片。还有一张窗外视野照片和厨房照片（如果适用）。拍摄客房
内的各个角度，包括该房型特有的一些服务设施，例如座椅或书桌。

请使用下表，以确保您提供旅客期望看到的房源照片。下方给
出了 Expedia Group 推荐上传的最少照片张数，但我们建议
每个类别都多拍摄一些照片，并选择最佳照片上传。 

房源照片检查清单 
照片尺寸

长边要求达到 2,880 像素以上。
不接受长边像素低于 1,000 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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