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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付分合作品牌线上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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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语

为了增强品牌感知的⼀致性，该规范结合实际业务诉求，从微信⽀付分标志

延展出微信⽀付分品牌标语，作为微信⽀付分品牌的⼀个衍⽣形态，与微信

⽀付分品牌标志⼀同应⽤在线上若⼲场景中。

以下的部分，是针对微信⽀付分品牌标语的规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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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付分 相关描述X

X

1/4X

1/4X

1/4X

微信⽀付分logo：在确保展示清晰的前提下，可根据需要选⽤彩⾊或者单⾊

logo。选择单⾊logo时logo与⽂字颜⾊⼀致

字体：苹⽅ regular

字号：不⼩于22px（@2x）

⽂字颜⾊：       #666666（浅⾊背景下）

#000000（深⾊背景下）

分割线：颜⾊与⽂字颜⾊相同，透明度60%，⻓度与⽂字⾼度平⻬

⼤⼩⽐例：在线上展示时，组合整体⾼度不⼩于30px；图形与⽂字的间距、
⽐例固定，如上图所示

微信⽀付分标语视觉设计规范如下所示：3

品牌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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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标语作为微信⽀付分品牌的⼀个衍⽣形态，应⽤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场景中。根基实际的展示诉求，标语分为“标准版本”与“带分数要求版”2版。

如果业务有明确的微信⽀付分分数要求，需选择带分数要求的标准版本。标语展示如下：

1

标准版本 带分数要求版

微信⽀付分  先X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品牌标语

微信⽀付分  先X后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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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分数要求版

标准版本

⽂案 样式示例 实际运⽤示例

微信⽀付分先X后付

微信⽀付分先X后付
XXX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先住后付

先住后付

表单 按钮

微信⽀付分优享

微信⽀付分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标语2个版本对应的标准⽂案以及在业务场景下的实际运⽤示例：2

品牌标语

微信⽀付分  先X后付

微信⽀付分  先X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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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付分logo、⽂字内容不可增删/更改 请勿在标语周围添加任何⽂本 请勿改变标语的⽐例关系 请勿改变标语的结构

微信⽀付分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扫码⽴即获奖

微信⽀付  先⽤后付款 微信⽀付分      先⽤后付

⽂字字体、颜⾊不可更改 不可加投影处理logo、⽂字不可拉伸变形

微信⽀付分  先⽤后付

请勿对标语做模糊/⽻化/渐变处理

微信⽀付分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

4

应⽤指南

此⻚列举了微信⽀付分标语错误的使⽤示例，请勿出现以下各类错误：

微信⽀付分  先⽤后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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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指南

此⻚列举了微信⽀付分标语正确的使⽤示例及错误的使⽤示例：

浅⾊背景下 深⾊背景下深⾊背景下

（彩⾊） （单⾊）

微信⽀付分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特殊⾊背景下
（背景颜⾊与logo⾃身颜⾊重合/相近）

微信⽀付分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请勿将标语置于⾊相接近的背景⾊上 请勿将标语置于明度接近的背景⾊上请勿将标语置于对⽐⾊背景下 请勿将标语置于在花哨的背景上



应⽤指南

以下的部分，是针对线上应⽤场景梳理的微信⽀付分品牌在先享后付类、免

押类业务场景的应⽤指南。

规范结合众多实际案例，对业务的线上主要体验路径进⾏梳理分析，以赋能

商家提升转化效果为⽬标，有针对性地规范了在不同体验场景下，微信⽀付

分业务、品牌的不同展现形式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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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主要体验路径：

基本说明

开通业务

路径1

路径2

其他路径 ……

线下物料 活动落地⻚

开通前体验路径 开通后

商品展示⻚

订单提交⻚ 订单详情⻚下单完成⻚

订单详情⻚下单完成⻚

订单提交⻚ 订单详情⻚下单完成⻚

订单提交⻚

开通流程

开通流程

开通流程路径3

运营位 活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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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各体验场景下，微信⽀付分品牌的展现形式：

体验场景

展现形式

商品展示⻚ 订单提交⻚ 订单完成⻚

按钮

标签

弹窗

表单标签

基本说明基本说明

接下来的部分，为各体验场景下微信⽀付分业务、品牌的展现形式的具体规范。

运营位

标题

按钮

活动落地⻚

标题

按钮

结构



商品展示⻚

标签

“商品展示⻚”是商家⼩程序中的商品列表或者商品详情⻚。在商品展示⻚

上，微信⽀付分业务、品牌的展现形式主要是标签的⽂案、结构。强调权益

感知，驱动与⽤户做出开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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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X

X

1/4X

微信⽀付分 相关业务X

1/4X

1/4X

微信⽀付分 相关业务X

X

1/4X

1/4X

1/4X

微信⽀付分logo：在确保展示清晰的前提下，可根据需要选⽤彩⾊或者单⾊

logo。选择单⾊logo时logo与⽂字颜⾊⼀致

字体：苹⽅ regular

字号：不⼩于22px（@2x）

⽂字颜⾊：       #07C160

分割线：颜⾊与⽂字颜⾊相同，透明度60%，⻓度与⽂字⾼度平⻬

⼤⼩⽐例：在线上展示时，组合整体⾼度不⼩于30px；图形与⽂字的间距、
⽐例固定，如上图所示

微信⽀付分在商品展示⻚的标签设计规范有三种

如下所示：

标签
商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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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商品展示⻚

标准样式：1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微信⽀付分 | 先X后付」

「微信⽀付分 | 免押XX」

微信⽀付分 先吃后付|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微信⽀付分 免押速住| 微信⽀付分 免押骑⾏|

标签示意标签⽂案业务

标签的颜⾊、⼤⼩、⻛格建议与⽀付分logo协调且不影响logo⾃身的识别性。

先享后付类业务以及免押类业务对应标准⽂案及示例：

微信⽀付分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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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各种纯⽂字，不宜出现logo的标签

标签
商品展示⻚

不带logo样式： 微信⽀付分 业务|2

「微信⽀付分 | 先X后付」

「微信⽀付分 | 免押XX」

微信⽀付分 先吃后付|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微信⽀付分 免押速住| 微信⽀付分 免押骑⾏|

标签示意标签⽂案业务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标签的颜⾊、⼤⼩、⻛格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

订单完成⻚需展示⽤户订单⽀付详情，需在⾦额前展示微信⽀付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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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商品展示⻚

极简样式：

先享后付类业务以及免押类业务对应标准⽂案及示例：

「先X后付」

「免押XX」

标签示意标签⽂案

先吃后付 先住后付

免押速住 免押骑⾏

业务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业务名称3

标签的颜⾊、⼤⼩、⻛格建议与⽀付分logo协调且不影响logo⾃身的识别性。

适⽤于⻚⾯标签过多， 位置展示空间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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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商品展示⾸⻚

先⽤后付先⽤后付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 先⽤后付先⽤后付

先⽤后付 先⽤后付微信⽀付分 先⽤后付| 先⽤后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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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商品展示详情⻚

先⽤后付 ⽀持0元下单，确认收货后再付款

微信⽀付分 先⽤后付| 收货满意后再付款收货满意后再付款微信⽀付分 先⽤后付|

⽴即购买 ⽴即购买加⼊购物⻋ 加⼊购物⻋

微信⽀付分 先⽤后付| ⽀持0元下单，确认收货后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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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商品展示⻚

此⻚以实际案例，列举了商品展示⻚上，微信⽀付分业务相关标签的正确/错误的示例：

标准样式 不带logo样式 极简样式

9:00

深圳***酒店 豪华型

科技园   ⾦鸡路1号(地铁罗宝线桃园站F出⼝)
距您直线1.7公⾥

距桃园地铁站直线0.1公⾥，步⾏约0.2公⾥，预计2分钟

4.5 很好

2013年开业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            免费停⻋           SPA

泳池好 早餐好 2650条点评

地图

153张

本店权益 安⼼房 安⼼保 新客优惠

07-10 07-11今天⼊住 明天离店1 晚

⼤床      双床      到店付      免费取消      含双早                筛选

为您推荐优选房型

精品⼤床房-不含早
25平⽶   ⼤床1.5⽶  有窗

不可取消

⽴即确认微信先住后付

¥520

精品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不可取消 ¥540

雅致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即确认微信先住后付

9:00

深圳***酒店 豪华型

科技园   ⾦鸡路1号(地铁罗宝线桃园站F出⼝)
距您直线1.7公⾥

距桃园地铁站直线0.1公⾥，步⾏约0.2公⾥，预计2分钟

4.5 很好

2013年开业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            免费停⻋           SPA

泳池好 早餐好 2650条点评

地图

153张

本店权益 安⼼房 安⼼保 新客优惠

07-10 07-11今天⼊住 明天离店1 晚

⼤床      双床      到店付      免费取消      含双早                筛选

为您推荐优选房型

精品⼤床房-不含早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即确认

25平⽶   ⼤床1.5⽶  有窗

不可取消 ¥520

精品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不可取消 ¥540

雅致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即确认

9:00

深圳***酒店 豪华型

科技园   ⾦鸡路1号(地铁罗宝线桃园站F出⼝)
距您直线1.7公⾥

距桃园地铁站直线0.1公⾥，步⾏约0.2公⾥，预计2分钟

4.5 很好

2013年开业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            免费停⻋           SPA

泳池好 早餐好 2650条点评

地图

153张

本店权益 安⼼房 安⼼保 新客优惠

07-10 07-11今天⼊住 明天离店1 晚

⼤床      双床      到店付      免费取消      含双早                筛选

为您推荐优选房型

精品⼤床房-不含早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即确认 送接机送服务

25平⽶   ⼤床1.5⽶  有窗

不可取消 ¥520

精品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不可取消 ¥540

雅致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送接机送服务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即确认

9:00

深圳***酒店 豪华型

科技园   ⾦鸡路1号(地铁罗宝线桃园站F出⼝)
距您直线1.7公⾥

距桃园地铁站直线0.1公⾥，步⾏约0.2公⾥，预计2分钟

4.5 很好

2013年开业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            免费停⻋           SPA

泳池好 早餐好 2650条点评

地图

153张

本店权益 安⼼房 安⼼保 新客优惠

07-10 07-11今天⼊住 明天离店1 晚

⼤床      双床      到店付      免费取消      含双早                筛选

为您推荐优选房型

精品⼤床房-不含早

先住后付 ⽴即确认

25平⽶   ⼤床1.5⽶  有窗

不可取消 ¥520

精品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不可取消 ¥540

雅致双床房-不含早
28平⽶   双床1.2⽶  有窗

先住后付 ⽴即确认 送接机送服务 含早餐

送接机送服务 含早餐



“订单提交⻚”主要是指⽀付⾏为发⽣前的内容确认⻚⾯。其次也包括在体验

过程中驱动⽤户做出⽀付操作的⻚⾯。可以概括的理解为“进⼊⽀付流程的上

⼀⻚”。⽤户在该⻚⾯上主要的⾏为是订单内容确认、⽀付⽅式选择等，在此

类⻚⾯上，微信⽀付分业务、品牌的载体主要是表单的⽂案内容，按钮的⽂

案内容。微信⽀付分的标语会与按钮、表单⼀同展示。

表单 按钮

订单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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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表单
订单提交⻚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订单提交⻚上，表单的作⽤是引导⽤户前往开通对应业务，表单主⽂案为 “业务名称”，

在此场景下，表单需与微信⽀付分品牌标语结合展示，如果业务有明确的微信⽀付分分数要求，标语需选择带分数要求的标准版本：

1

业务解释版

微信⽀付分  先⽤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0元下单，确认收货后付款

微信⽀付分  先⽤后付

带分数要求版（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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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表单
订单提交⻚

简化版 完整版

「微信⽀付分先X后付」

「微信⽀付分免押XX」

表单主⽂案业务 样式示例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微信⽀付分  免押租借

（确认收货后付款）微信⽀付分 先⽤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微信⽀付分 免押租借|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订单提交⻚上，表单的作⽤是引导⽤户前往开通对应业务，表单主⽂案为 “业务名称”，

在此场景下，表单需与微信⽀付分品牌标语结合展示，如果业务有明确的微信⽀付分分数要求，标语需选择带分数要求的标准版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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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订单提交⻚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场景的订单提交⻚上，按钮的作⽤是驱动⽤户开通对应业务，按钮⽂案固定为“业务名称”，

在此场景下，需与微信⽀付分品牌标语结合展示，如果业务有明确的微信⽀付分分数要求，标语需选择带分数要求的标准版本：

1

业务名称 业务名称

不带分数要求版

微信⽀付分优享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带分数要求版（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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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订单提交⻚

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先住后付「先X后付」

「免押XX」

先住后付

免押租借 免押租借

微信⽀付分优享

微信⽀付分优享

业务 样式示例按钮⽂案

不带分数要求版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带分数要求版（标准版本）

在订单提交⻚中，按钮的标准⽂案及示例如下：2

按钮⾃身颜⾊、⼤⼩、⻛格不受规范约束，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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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订单提交⻚

微信⽀付分先⽤后付微信⽀付分先⽤后付 （确认收货后付款）微信⽀付分 先⽤后付|

先⽤后付

微信⽀付分优享
收货满意后再付款 ¥ 99.00收货满意后再付款 ¥ 99.00

微信⽀付分  先⽤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先⽤后付

应付：¥ 0.00应付：¥ 0.00

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app内收银台 ⼩程序内选择⽀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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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实际案例，列举了订单提交⻚上，微信⽀付分业务相关按钮的正确/错误的示例：

实际案例
订单提交⻚

微信⽀付分  先寄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订单完成⻚”主要是指⽀付⾏为发⽣后的内容确认⻚⾯。⽤户在该⻚⾯上主

要的⾏为是等待⽀付过程、确认⽀付内容等，在此类⻚⾯上，微信⽀付分业

务、品牌的载体主要是⽀付中的弹窗、以及表单的⽂案内容。

表单

订单完成⻚

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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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订单完成⻚

标准样式：1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微信⽀付分 | 先X后付」

「微信⽀付分 | 免押XX」

微信⽀付分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住后付|

微信⽀付分 免押速住| 微信⽀付分 免押骑⾏|

标签示意标签⽂案业务

先享后付类业务以及免押类业务对应标准⽂案及示例：

微信⽀付分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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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
下单中弹窗

在app端使⽤免确认模式下单时，需展示标准弹窗组件：1

微信⽀付分
150px

150px

背景颜⾊：#111111  70% 

               rgba(17,17,17,0.7);

⽂字颜⾊：#FFFFFF  100% 

               rgba(255,255,255,1);

先⽤后付先⽤后付

微信⽀付分优享微信⽀付分优享
收货满意后再付款 ¥ 99.00收货满意后再付款 ¥ 99.00

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550分及以上优享

应付：¥ 0.00应付：¥ 0.00

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
微信⽀付分先⽤后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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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付成功⻚

微信⽀付分 先⽤后付 下单成功

确认收货后⾃动扣款 ￥299.00

|

实付：¥ 0.00 实付：¥ 0.00
确认收货后⾃动付款 ¥ 36.24 确认收货后⾃动付款 ¥ 36.24

微信先⽤后付 微信⽀付分  先⽤后付



标题 按钮

“运营位”是指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相关的宣传⼴告位，通常为活动落地

⻚的⼊⼝。是微信⽀付分业务、品牌在线上对⽤户的重要触达⽅式。运营位

需要着重福利的展现，同时具备操作引导。在运营位上，微信⽀付分业务、

品牌的展现形式主要是标题的⽂案内容，按钮的⽂案内容。

运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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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内容
运营位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运营位上，标题的作⽤是概括活动基本内容。主标题由商家配置；副标题固定为 “微信⽀付分+业务名称”的结构：1

标题示意标题⽂案

 主标题：商家配置

 主标题：商家配置

副标题：「微信⽀付分先X后付」

副标题：「微信⽀付分免押XX」

业务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标题⾃身颜⾊、⼤⼩、⻛格不受规范约束，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3

2 标题标准⽂案及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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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按钮
运营位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运营位上，按钮的作⽤是引导⽤户进⼊落地⻚，按钮⽂案固定为 “⽴即XX”,“⽀付分logo”需在⽂案前展示：1

⽴即XX



WECHAT PAY SCORE ONLINE USAGE GUIDELINES 33

引导按钮
运营位

在运营位上，微信⽀付分各项业务对于的按钮的标准⽂案及示例如下：2

「⽴即XX」

「⽴即XX」

业务 样式示例按钮⽂案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即参与

⽴即租借

⽴即使⽤

⽴即申请

按钮⾃身颜⾊、⼤⼩、⻛格不受规范约束，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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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按钮布局示意
运营位

下图展示了标题与引导按钮在运营位上的示意效果，两者的布局可以根据运营位具体的场景、平台、展示区域的⼤⼩⽽定：

⽴即参与

⽴即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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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案例
运营位

此⻚以实际案例，列举了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运营位的正确/错误的示例：



标题 按钮 结构

“活动落地⻚”是指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核⼼介绍⻚。活动落地⻚需要

强化福利信息，简化信息层级降低理解成本，同时强化操作引导，驱动⽤户做

出开通具体业务、功能的决策。在活动落地⻚上，微信⽀付分业务、品牌的展

现形式主要是标题的⽂案内容，按钮的⽂案内容，⻚⾯的整体结构样式。微信

⽀付分的标语会与按钮⼀同展示。

活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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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内容
活动落地⻚

2

标题示意标题⽂案

 主标题：商家配置

 主标题：商家配置

副标题：「微信⽀付分先X后付」

副标题：「微信⽀付分免押XX」

业务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活动落地⻚上，标题的作⽤是概括活动基本内容，引导⽤户前往开通对应业务。主标题由商家配置；副标题固定为 

“微信⽀付分+业务名称”的结构：

标题标准⽂案及示例如下：

1

标题⾃身颜⾊、⼤⼩、⻛格不受规范约束，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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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操作按钮
活动落地⻚

在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活动落地⻚上，按钮的作⽤是驱动⽤户开通对应业务，按钮⽂案固定为 “⽴即XX”。

在此场景下，需与微信⽀付分品牌标语结合展示，如果业务有明确的微信⽀付分分数要求，标语需选择带分数要求的标准版本：

1

⽴即XX ⽴即XX

不带分数要求版

微信⽀付分优享微信⽀付分  XXX分及以上优享

带分数要求版（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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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操作按钮
活动落地⻚

在活动落地⻚中，微信⽀付分各项业务对于的按钮的标准⽂案及示例如下：2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即XX」

「⽴即XX」

⽴即开通

⽴即租借

⽴即开通

⽴即申请

微信⽀付分优享

微信⽀付分优享

业务

不带分数要求版

样式示例按钮⽂案

免押类

先享后付类

带分数要求版（标准版本）

按钮⾃身颜⾊、⼤⼩、⻛格不受规范约束，可以根据具体的⻚⾯UI⻛格⽽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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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操作按钮
活动落地⻚

#FFFFFF  100%

投影颜⾊：#000000  18% 

               rgba(0,0,0,0.18);

投影范围：横向偏移: 0 

               纵向偏移：-4px 

               模糊：16px

背景颜⾊：

40px

22px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即参与

当⻚⾯⻓度超出⼀屏需要滚动浏览的时候，建议采⽤按钮前置吸底的形式展现，保证按钮⼀直在⽤户的可视区域内，

吸底的模块的样式参数如下（@2X）：

4

落地⻚向下滚动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即参与

22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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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布局
活动落地⻚

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的活动落地⻚按照以下布局进⾏展示：

主题区：

承载活动主标题，规则概要，活动氛围表现等。是⽤

户的第⼀视觉焦点。

1

主操作区：2

落地⻚⾸屏 落地⻚向下滚动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即参与

微信⽀付分  550分及以上优享

⽴即参与 操作区
前置吸底展示

主题区

主操作区

内容区

1

2

3

内容区：

⻚⾯具有唯⼀的主操作按钮时，建议按钮与⻚⾯核⼼

主题结合展现，尽量突出按钮的操作引导。

随着⻚⾯的浏览滚动，当滚动到看不到主操作按钮的

时候，操作按钮在⻚⾯上前置吸底展示。

 内容区域明显展示参与活动的商品信息。

3



WECHAT PAY SCORE ONLINE USAGE GUIDELINES 42

实际案例
活动落地⻚

此⻚以实际案例，列举了先享后付类、免押类业务活动落地⻚的正确/错误的示例：4

落地⻚向下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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