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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引分为10个章节和10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广东万里

碧道视觉识系统、导向标识设计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标识的外观、标识的版面及设置、标识的接口处理、

标识的制作安装、标识的管理与维护。 

本指引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须严格执行。 

本指引由广东省河长办组织编制及负责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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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里碧道 VI 系统及导向标识设计指引 

1 范围 

本指引规定了广东万里碧道视觉识别系统、规定了导向标识设计的基本原则及总体要求，标识的外

观基本型、标识的版面及设置要求，规定了标识的接口处理、标识的制作安装、标识的管理与维护，规

定了碧道区域内既有标识改造设计原则。 

本指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新建碧道，本指引实施前碧道范围内的既有标识鼓励参照本指引保

优汰劣进行升级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引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指引中引用而构成本

指引的条文，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指引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行。 

GB/T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第1部分：标志 

GB/T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第1部分：总则 

GB/T16903.1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 

GB/T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20501.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位置标志 

GB/T30240.1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1部分：通则 

GB/T 51223  公共建筑标识系统技术规范 

GB/T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  混泥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引。 

3.1 碧道导向标识系统 

设置于碧道范围内，标明或确认某设施或场所，传达方向、位置、距离等信息，帮助人们认知起止

点，具有公共属性的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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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都市型碧道 

依托流经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水系建设。针对大城市城区人口稠密，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密集的特点，

都市型碧道着力满足居民康体、休闲、文化等多种需求，是功能最综合的碧道。 

3.3 城镇型碧道 

依托流经中小城市城区及镇区的水系建设。中小城市及城镇地区人口相对稠密，城镇型碧道在满足

居民康体、休闲、文化等需求的同时，要更加生态化，凸显地域特色。 

3.4 乡野型碧道 

依托流经乡村聚落及城市郊野地区的水系建设。乡野地区农田、村落、山林等景观美丽多彩，乡野

型碧道应尽量保留原生景观，减少人工干预，以大地景观的多样性满足人的休闲需求。 

3.5 自然生态型碧道 

依托流经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等生态价值较高地区的水系建设。自然生态型

碧道应以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优先，人工干预最小化，充分发挥自然生态在美学、科普、科研等方面的

价值。 

4 视觉识别系统 

4.1 标志 

a)本标志适用于广东省内万里碧道，广东省内万里碧道标志应统一，各地市不得再设置地市区域的

碧道标志,已有的地市碧道标志不与广东万里碧道标志组合或同时出现在标识版面上。 

b)广东省内万里碧道标志统一以流动的水波为主题元素，组成一幅青山绿水、小桥人家的岭南画卷，

色调以蓝绿色为主调，诠释绿水、生态、和环保的发展理念。标志见图1，标志的制图要求见附录A。 

            
a)彩色稿                   b)墨稿                      c)反白稿 

图1 万里碧道标志 

4.2 全称标准字 

碧道中文全称为“万里碧道”，英文全称为“ECOLOGICAL BELT”,全称标准字见图2，制图要求见

附录A。 

               
a)彩色稿                    b)墨稿                      c)反白稿 

图2 全称标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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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准色及辅助色 

a) 标准色为C0 M70 Y100 K0（PANTONE ORANGE021U）, C70 M0 Y30 K0（PANTONE 3255U）, C60 M0 

Y100 K0（PANTONE 7488U）； 

b) 辅助色为C70 M35 Y15 K0（PANTONE 542U）, C70 M50 Y40 K0（PANTONE 8201U）。 

 

a)标准色                                  b)辅助色 
图3 标准色及辅助色 

4.4 标准字体 

a ) 中文字体为思源黑体Bold、思源黑体Medium、思源黑体Normal 、思源黑体Light，思源宋体Heavy、

思源宋体Medium、思源宋体Light； 

b)英文字体为Arial Bold、Arial Regular，Myriad Bold、Myriad Pro Regular，Cambria Bold、  

Cambria Regular，Bell MT Bold、Bell MT Regular。 

 
a)中文字体                                b)英文字体 

图4 标准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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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辅助图形 

辅助图形为水纹图样，保持标志的核心视觉识别特征，应按照图形基本单元进行排列，见附录B。 

                

a)基本单元                                    b)连续图形 
图5 辅助图形 

4.6 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组合 

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横向组合、竖向组合标准制图要求见附录A。 

           
a)横向组合                            b)竖向组合 

图6 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组合 

4.7 与其它标志的组合 

万里碧道标志与绿道、景区、驿道交叉重叠时，万里碧道标志可与其标志组合使用，组合形式参

见图 7； 

 

a)碧道为主时的组合形式                       b)碧道为辅时的组合形式 
图7 标志的组合 



 

6 

5 导向标识设计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5.1 基本原则 

a) 碧道导向标识应美观、醒目、便于使用、体现当地人文特色； 

b) 碧道导向标识为独立的标识系统，在信息表达及视觉形象上须保持一致，以便形成统一的视觉

形象和识别特征； 

c) 碧道导向标识系统基本设计元素需统一，包括字体、箭头、图形符号、色彩； 

d) 信息表达上应满足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遵循信息适量原则，并按游客需求从一般信息到详细

信息逐级设置； 

e) 碧道与绿道、古驿道、风景区等交叉、重叠或接临时，其导向标识系统应相互延续，紧密联系，

保证清晰、连续的指引； 

f) 碧道导向标识系统应人性化并满足碧道日常管理要求； 

g) 碧道导向标识设计应与城市交通标识、市政标识、应急避难标识，人防标识信息衔接连续； 

h) 无障碍设施或通道位置应设置清晰的无障碍标识； 

i) 导向标识系统应安全性、牢固、可靠、耐用，不得存在对人及水利设施设备潜在的危险； 

j) 导向标识的选材及工艺应成熟，结构设计应模块化，易生产、维护。 

5.2 系统构成及分类 

5.2.1 系统构成 

碧道导向标识系统组成见图 8。 

 

图8 导向标识系统组成 

5.2.2 标识的分类 

按照标识信息的主要功能，可分为： 

a) 定位类标识：用于标明或确认某设施或场所的名称，包括碧道名称、碧道内各区域名称、各

景点名称、驿站标识、水利设施名称、重要设施，如卫生间标识、救生圈标识； 

b) 导向类标识：用于提供某区域或场所、设施所在方向或位置的指引。如碧道内各设施、景点、

公共服务设施、停车场、出口的引导标识； 

c) 综合类信息：由图、表、文字所构成，提供与游览、服务、宣传相关的综合资讯，如平面图、

水利文化宣传、科普知识宣讲、公益宣传，步道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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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警示提示标识：用于禁止或提醒游客注意相应行为或事物，包括安全标识和一般提示标识。 

5.2.3 标识载体形式 

标识的载体应采用以下形式: 

a) 柱立式：通过底部埋地固定于地下，标识主体矗立于地面，信息呈现在牌、板上，多用于重

要的导向类标识、综合类信息标识； 

b) 贴附式：通过连接件或粘接方式将标识的背面或侧面固定于墙面、栏杆等附着物上，多用于

定位类标识； 

c) 嵌入式：标识主体嵌入地面或其它设施内的设置形式。 

5.3 基本设计元素 

5.3.1 字体 

导向标识中的中文字体为思源黑体，英文和数字字体为 Arial，字体可根据使用需要采用粗体。 

 

图9 中文字体 

 

图10 英文字体 

 

图11 数字字体 

5.3.2 箭头 

箭头及箭头指向含义按图12要求执行。 

 

图12 箭头及箭头指向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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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图形符号 

a) 常用的图形符号见附录 C，附录 C 中没有时按照国标规定执行； 

b) 附录 C 中规定的图形符号严禁改变其内容，只允许按比例进行缩放。有方向性的图形符号应避

免其方向与实际场景的方向相矛盾。当出现矛盾时，应采用该图形符号的镜像。 

5.3.4 色彩 

a) 导向标识系统的基本色采用墨绿色，色值为:C90 M65 Y70 K40，重要特殊标记采用湖蓝色,色

值为:C85 M45 Y0 K0，信息主体的图案、文字及数字采用白色，色值见图 13； 

 

图13 导向标识系统基本色 

b) 安全标识色依据 GB2894 执行。 

5.4 版面设计原则 

5.4.1 图形标志与箭头的组合原则 

a) 图形标志与箭头采用横向排列时； 

箭头指左向（含左上、左下），图形标志应位于箭头右侧；箭头指右向（含右上、右下），

图形标志应位于箭头左侧；箭头指向上或向下，图形标志应位于右侧； 

b) 图形标志与箭头采用纵向排列时； 

箭头指下方，图形标志位于上面，箭头应位于下面；其他情况图形标志位于下面，箭头应位

于上面。 

5.4.2 图形标志与文字的组合原则 

a) 当用于定义位置时，文字应位于图标的右侧； 

b) 当用于指引方向时，应依照“箭头+图标+文字”的阅读顺序，并结合箭头与图标的组合原则进

行组合。 

5.4.3 图形标志的间距及顺序 

依照阅读顺序，将图形标志内容按照重要标志、主要标志、辅助标志的顺序排列，图形标志的大小

应相同，图形标志的间距应不小于0.15a,不大于0.5a（其中a为图形标志的边长），宜采用0.15a的间距。 

5.4.4 信息在版面中的位置 

信息在版面中排列时，应遵循清晰、易读、表意明确，不产生指向歧义的原则。 

a) 信息指向向右，右上、右下宜靠版面右端排列； 

b) 信息指向向左，左上、左下宜靠版面左端排列； 

c) 定位类标识版面信息的排列，可采用整体居中排列或靠左端排列，宜采用居中排列； 

d) 标识信息为多行排列且指引方向相同时，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可省略相同指向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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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版面中元素排列 

版面信息一般包括箭头、图标，中文信息，英文信息；版面设计应突出箭头、图标和中文信息。

图标与文字组合时，版面中图标、中文、英文的比例关系见图14。 

 

a)图标与中、英文 

 

b) 箭头、图标与中、英文 

 

c) 箭头、图标与中、英文竖向排列 

图14 版面中元素的排列 

5.5 信息采集原则 

a) 人们游览的行为分为有目的地、无目的地两种主要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和阶段有不同的信息

需求，信息采集应满两种行为模式的需求； 

b) 应针对对碧道环境不熟悉人员或初到碧道的游客所需的标识引导需求，采集该行为流线及节点

上的标识信息； 

c) 水利宣传、水利科普知识、安全管理信息、公益宣传等信息应满足各相关单位宣传需求，信息

宜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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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共服务性标识信息宜使用中英两种语言标注，总平面图中的图例标注宜使用两种及以上外文

标注； 

e) 标识信息内容多或需提供更多延伸信息，可在标识版面上增加二维码，方便游客获取更多信息； 

f) 碧道与景区、碧道建设展示区交叉重叠时，标识信息宜结合景区级别增加二两种及以上外文对

照，参照 GB/T 17775 的有关规定； 

g) 常用标识英文参见附录 E。 

表 1 碧道各节点位置信息采集原则 

位置 需求 信息数量 

碧道入口 简明、重要的导向类信息 多而全 

碧道内 较为详细的导向类信息 少而重要 

景观节点或设备设施处 详细的综合资讯信息及导向信息 单一对象信息 

5.6 标识的大小设定原则 

a) 标识信息中图形与中英文字体大小应考虑阅读习惯、照明条件，满足视距要求； 

b) 标识外观大小应考虑标识需承载的信息量、周围空间环境以及人的视觉习惯等因素，标识载体

的尺寸规格应模块化、不宜繁多。 

5.7 标识设置原则 

a) 醒目原则：导向标识设置位置应醒目，设置在容易看见的地方； 

b) 便利原则：按照游客正常行进时处于该环境下所需信息，能提供在此位置最需要的信息。 

c) 安全原则：导向标识的设置必须满足自身安全，不易损坏、移位或易向；设置的位置和高度不

得对人构成潜在威胁，周围有某种不安全因素而需要提醒时，必须设置相关安全标识； 

d) 协调原则：导向标识应与碧道周围环境、景观、色彩等相协调,柱立式标识底部原则上应配有

绿植，柱立式标识设置位置背面无绿植时标识应设置为双面信息； 

e) 适量设置：标识设置数量应适量，将必要的信息传达出来，避免滥设漏设、避免缺失引起功能

性不足和标识过多造成信息内容重复，单体标识上的信息量，宜只呈现当下最需要信息； 

f) 标识位置的设定： 

1）导向类标识应设在便于人们选择目标方向的地点，在道路分岔口、客流的交叉点、分流点

以及客流的转向处，应设置相应的导向标识，各类标识之间信息应准确衔接； 

2）定位类标识应设置在需要说明的设施上方或侧面，应就近设置，避免产生歧义； 

3）资讯类标识宜平行客流方向设置，设置在游客方便停留阅读的宽阔位置； 

4）安全提示类标识应设在所要说明（禁止、警告、指令）的场所或设备设施附近醒目位置； 

g) 标识的设置位置应与公共监控、路灯等设施协调，应避免相互阻挡及影响各自的使用； 

h) 导向标识的可变信息和需经常更换的信息宜采用电子屏，或与电子显示屏结合设置； 

i) 导向标识应设置在使用者的正常视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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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识的外观 

6.1 基础款式 

标识外观分为基础款1、基础款2，每个基础款由两种基本型及其组合以及基本型的延展构成。 

 

图15 标识外观基础款式 

6.2 基础款 1 

6.2.1 基础款 1 的基本型 

a) 标识的基础款 1 分为基本型 1-A 和基本型 1-B 两种，高度统一为 2050mm。 

b) 基础款 1 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施工、维护，结构参见附录 F； 

 
a) 基本型 1-A                                  b)基本型 1-B 

注1：图中H1尺寸为1200mm或为高600mm的模块单元组合； 

注2：图中H2为高度为150mm、300mm、600mm、900mm、1200mm的模块单元或其组合。 

图16 基础款 1 的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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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基础款 1 基本型的组合 

a) 基本型 1-A 和基本型 1-B 之间可进行组合，组合间距为 30mm；同一基本型不宜组合； 

b) 基本型组合时，版面距地的距离(L)应保持一致，见图 17。 

 

a) 基本型 1-A 与 1-B 组合             b)基本型 1-A 与 1-B、1-B 组合 

图17 基本型的组合 

 

图18 基本型 1 使用效果 

6.3 基础款 2 

6.3.1 基础款 2 的基本型 

a) 基础款 2 分为基本型 2-A 和基本型 2-B 两种，高度统一为 2050mm； 

b) 基础款 2 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施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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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型 2-A                         b)基本型 2-B 

注1：图中H1尺寸为1200mm或为高600mm的模块单元组合； 

注2：图中H2为高度为150mm、300mm、600mm、900mm、1200mm的模块单元或其组合。 

图19 基础款 2 的基本型 

6.3.2 基础款 2 基本型的组合 

a) 基本型 2-A 和基本型 2-B 之间可进行组合，组合间距为 30mm；同一基本型不宜组合； 

b) 基本型组合时，版面距地的距离(L)应保持一致。 

 

a) 基本型 2-A 与 2-B 组合       b)基本型 2-A 与 2-B、2-B 组合 

图20 基本型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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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基本型 2 使用效果 

6.4 多向指引的基本型 

复杂交叉路口，当基本型或其组合无法清晰、精确的指引时，应采用风向标形式的多向指引基本型。 

 

注1：图中基本单元A最多设置三层，每层不宜超过3块。 

图22 多向指引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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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基本型的设计延展 

a) 基本型的顶部可融入地方文化元素进行特色化处理，文化元素的融入应满足标识整体美观，

视觉协调；融入的文化元素应有特色或代表性，并应通过设计提炼后以立体的形式融入到标

识的顶部造型中或通过平面视觉图形融入到版面中，延展设置效果参见附录I。 

b) 基本型的信息模块的高度尺寸、材料、表面工艺可进行延展变化； 

c) 300mm宽的基本型设置位置下端无绿植遮挡时，下端范围应采用面板补齐，见图24、图25。 

 

图23 基本型的设计延展 

 
图24 基本型的设计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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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型顶部处理                    b)基本型底部处理 

图25 基本型延展示意 

6.6 基本型的色彩搭配 

a) 基本型主体与版面色彩搭配应美观、协调，面板底色与信息色应有足够的对比度以便于识别； 

b) 基本型主体表面宜选择自然、质朴的色彩,同一标识的主要色彩不宜超过二种； 

c) 基本型主体表面的肌理、质感、图案等视觉元素的搭配参见表 2； 

d) 同一区域内标识主体与版面的色彩搭配应统一，参见附录 D。 

表2 碧道标识的色彩搭配 

序

号 
1 2 3 4 

色彩

搭配 
    

参考

色值 

红木色：C60 M100 Y100 K0 

墨绿色：C90 M65 Y70 K40 

木色：C65 M80 Y100 K50 

灰色：C70 M50 Y40 K0 

深木纹色：C65 M80 Y100 K50 

浅木纹色：C15 M30 Y40 K0 

水泥色：C35 M30 Y30 K0 

木纹色：C15 M30 Y40 K0 

色彩

搭配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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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基本型的选择及应用 

a) 一般情况下宜选择标识的基本型及附录 D 中的色彩搭配作为标识的载体； 

b) 碧道所在区域有突出或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宜在基本型的基础上延展增加文化元素符号作

为标识细节的装饰，见附录 G； 

c) 标识设置于道路交叉口，信息面板垂直于人行方向，背面无景观植物遮挡时，需设置双面信

息，满足来往游客的引导需求。 

      

a) 标识正面                             b)背面信息 

图26 双面信息标识示意 

7 标识的版面及设置 

7.1 碧道入口形象标识 

a) 用于展示广东万里碧道形象，标明碧道名称； 

b) 设置在碧道的起点、终点、停车场，集合点等碧道出入口位置。宜设在碧道出入口 20m 半径

范围内适宜位置，应结合周边道路状况及景观环境设置； 

c) 标识外观尺寸为 2050×300×70mm； 

d) 标识版面信息包含部份万里碧道 logo，碧道统一名称及碧道河段名称，碧道视觉辅助图案，

版面信息宜包含碧道出入口名称或编号信息，碧道与景区等重叠交叉时宜增加标识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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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27 碧道入口形象标识 

7.2 停车场引导标识 

a) 用于指引碧道停车场入口方向； 

b) 设置时宜靠近去往停车场的车流流线一侧，应结合出入口道路及周边景观绿化设置； 

c) 标识尺寸为 2050×300×70mm； 

d) 版面信息包括停车场图标，停车场入口指向箭头，辅助图案,中文信息,宜包含英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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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28 停车场引导标识 

7.3 碧道总平面图 

a) 用于标明碧道的总体布局，标明碧道内公共服务设施（如卫生间、救生设施、报警设备）、景

点、出入口的分布，碧道周边的主要道路、交通接驳信息等； 

b) 设置碧道起点位置，主要入口位置； 

c) 标识应采用基本型的组合形式，高度统一为 2050mm。基本型应结合碧道总平面图信息量的大

小进行模数化组合，最多组合 2 块 600mm 宽的基本型； 

d) 版面应包括碧道平面总体布局，指北针、当前位置、碧道起止点、主要交叉路口、重要服务设

施位置、景点；宜包括碧道简介信息，周边主干道和次干道、标志性建筑物或参照物，公共交

通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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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总平面图上重要的服务设施如救生圈、洗手间等信息应醒目标注。 

版面设计标准： 

 

a)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 

注2：②为碧道统一标识名称, 

注3：③为平面图。 

图29 总平面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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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平面图，③为标识名称。 

注2：图中组合模块的信息应保持信息的连续，模块组合时版面信息应保持视觉上的整体感。 

图30 碧道总平面图 

7.4 柱立式导向标识 

7.4.1 柱立式导向标识 

a) 用于向游客指引碧道内主要设施、景点、出入口或起止点的方向； 

b) 宜设置在碧道内的重要节点及道路分岔口等位置； 

c) 标识尺寸为 2050×600×70mm， 2050×300×70mm，应结合标识的信息量选择适宜尺寸； 

d) 版面应包含碧道标识统一 logo、辅助图案，设施图标、中文信息、方向箭头，宜增加标识英

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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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引导信息。 

图31 柱立式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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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 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引导信息。 

图32 柱立式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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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多向指引 

a) 用于向游客指引碧道内主要设施、景点、出入口或起止点的方向。 

b) 标识宜设置在碧道内的“十”字型交叉路口等复杂道路交叉口； 

c) 标识高度尺寸为 2820mm，导向信息的模块尺寸为 850×120mm。 

d) 导向信息的模块尺寸最多为三层，每层模块不超过三个。 

版面设计标准：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引导信息； 

注2：图中②宜采用双面信息。 

图33 柱立式多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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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区域定位标识 

a) 用于标明区域名称，设置于区域内适宜位置； 

b) 尺寸为 2050×300×70mm； 

c) 版面含 logo、辅助图案，区域名称信息； 

版面设计标准： 

 

a)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区域名称信息。 

注2：标识宜采用双面信息。 

图34 区域定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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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水利设施标识 

a) 用于标明区域内水利设施名称，设置于水利设施附近位置； 

b) 尺寸为 2050×300×70mm； 

c) 版面含 logo、辅助图案，水利设施名称信息； 

版面设计标准： 

 

a)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水利设施名称信息。 

注2：标识宜采用双面信息。 

图35 区域定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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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卫生间标识 

a) 用于标明卫生间的位置，设置在卫生间墙面或入口醒目位置； 

b) 尺寸为 300×300×15mm，300×100×5mm； 

c) 版面应包含辅助图案，设施图标、文字信息，宜含英文信息，可结合具体位置设置条件选择 A

型或 B 型。 

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 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图标及文字信息； 

图36 卫生间标识 A 型 

 
a) 版面标准（横版）                        b) 版面示例（横版） 

 
c) 版面标准(竖版)                  d) 版面示例(竖版) 

注1：图中①为图标及文字信息； 

图37 卫生间标识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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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河长公示标识 

a) 用于提供河道及河道管理信息； 

b) 设置在碧道内河道旁、宜设置在和河道起止点较宽阔位置； 

c) 标识高度尺寸统一为 2050mm,公示栏宜采用基本型的组合形式。 

版面设计标准：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标识名称，③为河道及河长公示信息； 

注2：图中③为模块或其组合。 

a)版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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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版面示例     

图38 河长公示牌 

7.9 文化宣传标识 

a) 用于水利文化、治水文化、环境公益宣传等，设置于碧道内较宽阔位置； 

b) 碧道范围内公共政务宣传信息如党政、公安、妇联的宣传、公告宜采用此基本型作为载体； 

c) 尺寸为 2050×300×70mm； 

d) 版面含 logo、辅助图案，宣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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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③为宣传信息； 

注2：图中②③为模块或其组合。 

图39 文化宣传标识 

7.10 驿站标识 

a) 用于标明驿站位置，设置于碧道区域内驿站附近位置； 

b) 尺寸为 2050×300×70mm； 

c) 版面含 logo、辅助图案，驿站名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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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0 驿站标识 

7.11 禁止标识 

a) 用于禁止游客不安全行为的标识，提醒游客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 

b) 设置在提醒游客需当心的位置，如深水河道边缘、栏杆边缘； 

c) 尺寸为 600×200mm； 

d) 版面含图标及文字信息。 

版面设计标准：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1 禁止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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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提示标识 

a) 用于提醒游客应注意的行为，主要用于温馨提示； 

b) 尺寸为 650×300×200mm、300×100mm； 

c) 版面应包括文字信息，宜包括图标；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注1：图中①为万里碧道logo，②为提示信息。 

图42 提示标识 A 型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3 提示标识 B 型 

7.13 树名牌 

a) 用于标明树名，提供树木简介等科普信息，设置在树杆或树旁，宜采用软钢丝弹簧固定； 

b) 尺寸为 200×100mm； 

c) 版面包括树名，树木的主要科普信息，宜使用二维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4 树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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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救生圈标识 

a) 用于提供救生圈的使用须知、应结合救生圈或救生箱设施靠岸边就近设置； 

b) 救生圈标识尺寸为 1350×300×50mm；救生箱标识尺寸为 1500×600×50mm； 

c) 版面包括救生圈的使用须知、安全提示信息；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c) 版面标准(救生箱)                       d)版面示例(救生箱) 

图45 救生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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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设施标识 

a) 用于标明碧道内设备或设施名称，设置于设备或设施附近； 

b) 尺寸为 300×100×10mm； 

版面设计标准： 

 
注1：图中①为设施名称信息。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6 设施标识 

7.16 管理及设备房标识 

a) 用于标明管理设备房名称信息，设在设备管理房墙面或门旁； 

b) 尺寸为 300×100×10mm； 

版面设计标准： 

 

注1：图中①为设施名称信息。 

a) 版面标准                                   b)版面示例 

图47 管理及设备房标识 

7.17 地面标识 

a) 用于标明碧道名称，设在碧道地面； 

b) 尺寸结合碧道宽度和地面铺装条件确定，参考尺寸为宽度 1000mm； 

     

a) 地面喷涂                                b)地面嵌入 

图48 地面标识 



 

35 

8 标识的接口处理 

8.1 碧道标识与交通标识的衔接 

为吸引人们从其它道路前往临近的碧道，在通往碧道的路口宜设置碧道指引标识，可独立设置或在

既有交通标识上增加信息内容，设计应符合GB 5768.2的有关规定。 

       

a)独立设置版面示例                    b)结合交通标识版面设置示例 

图49 道路上的碧道标识 

8.2 其它标识系统 

a) 碧道建设延伸到景区、绿道、古驿道、村镇等区域，原区域内无重要导向功能作用且影响整体视觉

形象的应拆除，有导向作用但影响碧道整体形象的应拆除并重新设置； 

b) 碧道建设延伸到景区、绿道、古驿道、村镇等区域内的标识，如该区域内既有标识建成周期不长，

标识风格、尺寸与本指引要求的差别不大，且信息版面容易改造的，可保留原标识载体，对版面信

息部分按照本指引要求进行改造更新，改造主要分为三种方式： 

1） 整体覆盖——通过表面贴膜等方式利用新的版面信息遮盖原版面信息，参见附录图 H.1； 

2） 局部更换——保留既有标识载体及主要骨架，更换信息面板及信息内容，参见附录图 H.3； 

3） 局部增加——在既有标识上局部增加碧道标识的 logo 及辅助图案元素，参见附录图 H.4； 

8.3 其它专业系统 

a) 碧道标识系统设置不得干扰或影响报警求助设施、公共视频采集系统的正常使用； 

b) 碧道标识系统设置应与公共视频采集系统的立柱、路灯杆、景观照明灯杆位置协调； 

c) 碧道标识宜利用路灯、或景观灯的照明条件； 

d) 临时活动装扮、节日景观的布置等影响或干扰碧道标识系统的，应增加临时标识满足碧道标识系统

的正常使用； 

e) 碧道导向标识不应与商业广告混设。 

9 标识的制作安装 

9.1 标识的材料 

a) 标识材料必须采用安全、环保、耐用、不褪色、防眩光的材料制作，不得使用遇水变形、变质

的材料，有触电危险的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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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识材料的选择必须考虑其耐用性、耐候性。同时应考虑材料的经济价值低，宜选用不锈钢板、

铝板、玻璃钢、混泥土、PC 板、工程级反光膜等； 

c) 标识的材料宜选择工程项目所在地当地自产有特色、易采购的材料。 

9.2 标识工艺 

a) 金属件应做防锈、防腐处理；标识的外观宜采用木纹水转印、氟碳喷涂工艺；外露的零构件如

螺丝应采用非标产品；较稳定的标识信息等宜采用是雕刻、丝印等工艺； 

b) 鼓励结合项目所在地地域文化特征、项目特征属性，对标识载体的表面进行涂装，如做木纹图

案、瓷片花纹图案。 

9.3 制作与安装要求 

a) 标识施工应按本指引要求的基本型和模块化设计的原则要求，模块化制作和安装； 

b) 标识外观边缘平直，无凹坑、毛边、锋利边、尖角等现象，连接牢固，拼合处整齐、平整，

外框喷漆要求漆膜饱满，无起皮、干裂等现象； 

c) 版面信息制作精细、图文清晰，色彩饱和、无偏色等现象； 

d) 标识的安装结构应满足抗当地风压（防台风）要求； 

e) 标识安装应牢固、安全。 

10 标识的管理与维护 

a) 碧道标识设置者或管理方必须定期对碧道标识进行维护与保养； 

b) 应在标识载体方便识别的位置增加管理编号便于日常管理维护，宜设置便于公众快速报修二

维码链接； 

c) 碧道标识主体结构应每年进行一次防腐保养，应对构件锈蚀、油漆脱落、龟裂、风化等部位

的基底进行清理、除锈、修复和重新涂装； 

d) 碧道标识主体结构连接节点（焊缝、螺栓）及与地面或墙体锚固节点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

发现焊缝有裂痕、螺栓及锚固节点松动时，应及时修补及紧固； 

e) 碧道标识面板采用木质材料时，应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发现固定螺栓及木质材料腐烂时，应

及时予以修补及更换； 

f) 在台风、暴雨等不利天气多发季节，各碧道标识设置单位应加强对标识结构的可靠性进行检

查，并制定防台、防风、防雨应急预案，以抵抗气候环境突变时保证碧道标识的安全使用。 

g) 碧道建设的企事业单位、捐建碧道的企业、个人名称不视为商业广告，可以出现在捐建的标

识或设施上。 

h) 碧道标识的行政管理责任主体，碧道标识设置者或者管理方宜定期将碧道标识设施建设和维

护情况向管理责任主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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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广东万里碧道视觉识别系统制图规范 

A.1 万里碧道标志、中英文全称标准字、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组合应按制图标准使用。 

 
图A.1 标志制图标准 

 

 

 

图A.2 中英文全称标准字制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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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横向组合标准 

 

图A.4 标志与中英文全称的竖向组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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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辅助图案 

B.1 辅助图案为广东万里碧道重要的视觉识别特征，辅助图案的纹理应按图B.1规范使用。 

 

 图 B.1 辅助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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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图形符号 

表C.1 常用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1 

 

信息服

务 
13 

 

植物园 25 

 

感应出水 

2 

 

停车场 14 

 

花店 26 

 

饮用水 

3 

 

自行车

停放处 
15 

 

旅游服务 27 

 

直接饮用水 

4 

 

入口 16 

 

名胜古迹 28 

 

自动售货机 

5 

 

出口 17 

 

古塔 29 

 

废物箱 

6 

 

卫生间 18 

 

古桥 30 

 

湖泊 

7 

 

男 19 

 

自然保护区 31 

 

湿地 

8 

 

女 20 

 

度假村 32 

 

海滩 

9 

 

无障碍

设施 
21 

 

缓跑小径 33 

 

森林、林地 

10 

 

第三卫

生间 
22 

 

徒步旅行 34 

 

公园 

11 

 

天桥 23 

 

峡谷 35 

 

图像采集区 

12 

 

地下通

道 
 24 

 

河流 36 

 

紧急呼救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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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常用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1 

 

当心落

水 
11 

 

禁止饮用 21 

 

地质灾害点 

2 

 

注意安

全 
12 

 

禁止游泳 22 

 

请勿丢弃废

弃物 

3 

 

当心触

电 
13 

 

禁止烟火 23 

 

请勿翻越栏

杆 

4 

 

当心塌

方 
14 

 

禁止吸烟 24 

 

生态观察点 

5 

 

当心坠

落 
15 

 

禁止通行 25 

 

急救点 

6 

 

当心障

碍物 
16 

 

禁止跨越 26 

 

应急避难场

所 

7 

 

当心跌

落 
17 

 

禁止攀登 27 

 

露营地 

8 

 

当心滑

到 
18 

 

禁止跳下 28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9 

 

当心碰

头 
 19 

 

禁止滑冰     

10 

 

村庄  20 

 

禁止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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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基本型的色彩搭配 

 

图D.1 红木色与墨绿色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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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2木纹色与灰色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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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3 深色木纹与浅色木纹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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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4 混泥土色纹与浅色木纹搭配 



 

46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标识常用名词中英对照 

1 出口 Exit 31 自动售货机 Vending Machine 

2 入口 Entrance 32 污水处理 Sewage Disposal 

3 停车场 Parking 33 急救点 First Aid 

4 广场 Square 34 应急避难场所 Emergency Shelter  

5 平面图 Layout Plan 35 露营地 Picnic Area 

6 信息服务 Information 3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Source Water Protection Area 

7 缓跑小径 Jogging Track 37 地下通道 Underpass 

8 植物园 Botanical Garden 38 救生圈 Lifebuoy 

9 花卉 Flower 39 紧急呼救 Emergency Button 

10 古塔 Ancient Pagoda 40 图像采集区 Video 

11 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 41 设备间 Equipment Room 

12 峡谷 Valley 42 请勿翻越栏杆 Do Not Climb Over Railings 

13 河流 River 43 注意安全 Warning Danger 

14 森林 Woodland 44 当心落水 Warning Falling into Water 

15 村庄 Village 45 当心触电 Warning Electric Shock 

16 海滩 Beach 46 当心塌方 Warning Collapse 

17 公园 Park 47 当心坠落 Warning Drop Down 

18 湿地 Marsh 48 当心障碍物 Warning Obstacles 

19 湖泊 Lake 49 当心跌落 Warning Drop  

20 度假村 Holiday Village 50 当心滑到 Warning Slippery Surface 

21 卫生间 Toilet 51 当心碰头 Warning Overhead Obstacles 

22 男卫生间 Men 52 禁止饮用 No Drinking 

23 女卫生间 Women 53 禁止游泳 No Swimming 

24 第三卫生间 Family Toilet 54 禁止烟火 No Burning 

25 无障碍设施 Accessible Facility 55 禁止吸烟 No Smoking 

26 过街天桥 Overpass 56 禁止跨越 No Striding 

27 公交车站 Bus Station 57 禁止攀登 No Climbing 

28 感应出水 Automatic Sensor Faucet 58 禁止跳下 No Jumping Down 

29 饮用水 Drinking Water 59 禁止滑冰 No Skating 

30 直接饮用水 Drinking Fountain 60 禁止钓鱼 No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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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标识的结构 

F.1 标识基本型由主骨架和可更换信息面板组成，标识主骨架内侧预留孔洞，孔洞预留间距见图F.1。 

F.2 标识面板为模块化组件，面板与主骨架连接采用角码和与非标螺栓固定，见图F.2。 

F.3 标识的安装基础应采用预埋结构。 

 

                   a)基本型A                                       b)基本型B 

图F.1 基本型标识的孔洞预留 

 

图F.2 基本型标识的组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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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标识的延伸设计 

G.1 标识基本型的延伸设计不得改变标识信息面板的规格模数，不得改变主体结构尺寸，宜在顶部

或侧面增加装饰性文化元素符号，结合地域建筑文化元素对标识基本型的延伸设计参见图G.1。 

 

图G.1标识基本型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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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标识的改造示例 

H.1 本附录给出了古驿道、健康跑道、绿道、景区典型标识改造示例。 

 

a) 改造前b)改造后 

注1：标识载体不变，原标识信息的主要功能保留，版面信息增加碧道LOGO、辅助图案。 

图H.1 古驿道标识改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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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造前b)改造后 

注1：标识主体不变，造型局部修改为与碧道标识基本型风格保持一致，原标识的主要功能信息保留，版

面增加碧道LOGO、辅助图案。 

图H.2 古驿道标识改造示例 

 

a) 改造前b)改造后 

注1：标识主体不变，原标识信息的主要功能保留，版面增加碧道LOGO、辅助图案，信息部分的字体、箭

头、排版进行改造。 

图H.3 健康跑道标识改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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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造前 

 

 

b)改造后 

注1：标识主体不变，原标识的主要信息保留，版面增加碧道LOGO、辅助图案，信息部分的字体、箭头、

排版进行改造。 

图H.4 绿道标识改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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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改造前 

 

 

b)改造后 

注1：拆除多于的标识，原标识的主要信息保留，版面增加碧道LOGO、辅助图案，信息部分的字体、箭头、排版进行

改造。 

图H.5 景区标识改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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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设置效果图 

 

图I.1潮州碧道标识设置示例 

 

图I.2 湛江南调河流段设置效果示例 

 

图I.3 材质搭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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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设置示例 

 
  图J.1 碧道标识设置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