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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标准研究院、北京市地震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谢霄峰、张亮、黎益仕、杨国宾、芦长锁、林碧苍、李学良、芦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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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标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与防震减灾有关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防震减灾相关的场所、设施、仪器设备及相关环境，也适用于出版物及其他信息载体

中尺寸大于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的图形标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７６８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６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４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３部分：客运与货运

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２００７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２０５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要素的设置原则与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图形符号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

以图形为主要特征，传递信息不依赖于语言的符号。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５］

３．２　

图形标志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犻犵狀

由标志用图形符号、颜色、几何形状（或边框）等组合形成的标志。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２—２００８，定义２．１．２］

３．３　

地震遗迹　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狉犲犿犪犻狀狊

地震留下的痕迹，包括震毁、震损或地震影响区域内完好的建（构）筑物及地震活动产生的地质、地

形、地貌变动的痕迹等。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７．７］

３．４　

地震遗址　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狉犲犾犻犮

地震遗迹所在的地方。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７．８］

３．５　

地震观测环境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犳狅狉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地震观测设施能够正常工作所要求的周围环境。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４．２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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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地震次生灾害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犱犻狊犪狊狋犲狉狅犳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地震造成工程结构、设施和自然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火灾、爆炸、瘟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以

及水灾、泥石流和滑坡等对居民生产和生活区的破坏。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定义５．３］

４　图形符号与标志

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见表１，常用的地震公共信息图形标志见附录Ａ。

５　应用

５．１　图形符号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１的要求。

５．２　表１中图形符号的正方形边线不是图形符号的组成部分，仅是制作图形标志的依据。应用时，应

使用由该符号形成的图形标志。在使用本标准的图形符号设计导向要素时，应符合 ＧＢ／Ｔ２０５０１的

要求。

５．３　本标准中图形符号与标志的含义仅为该图形符号与标志的广义概念。应用时，可根据所要表达的

具体对象给出相应名称，如：含义为“地震监测”的图形符号，可给出“地震监测台”、“地磁台”、“强震台”、

“地震流体监测站”等具体名称，同时英文亦应根据具体的中文名称作相应的调整。

５．４　位于道路的地震公共信息图形标志，其构造、反光与照明、颜色、文字（包括汉字、数字、拉丁字母）

以及下缘距地面的高度等，除符合ＧＢ／Ｔ２０５０１的要求外，还应符合ＧＢ５７６８的要求。

５．５　标志牌应设置在防震减灾相关场所的醒目位置，并符合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２００７的要求。难以确定

标志牌的设置位置时，应征求地震工作机构的意见。

表１　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０１
地震专用仪器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表示用于地震监测预报、震

灾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有关

的各类专用仪器。

０２
地震监测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表示开展地震监测工作所

在的场所，以及与地震监测有

关的各类设施或成套设备。

如地震监测台、地磁台、水化

站等，以及卫星天线、避雷网、

标石、无线传输设施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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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０３

地震遗址；

地震遗迹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ａｉｎ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ｉｃ

　表示地震遗址或地震遗迹

所在的位置。

０４

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表示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教

育活动所在的场所，如科普教

育基地、地震模拟动感影院、

科普报告厅等。

０５

应急棚宿区

Ａｒｅａ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ｔｅｎｔｓ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供灾

民使用的临时帐篷区。

０６
应急指挥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用于

应急指挥的场所，如应急指挥

部、应急指挥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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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０７
应急物资供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ｇｏｏｄｓｓｕｐｐｌｙ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储

存、发放救灾物资的场所，如

应急物资发放点、应急物资储

运站等。

０８
应急停机坪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供救

灾直升机使用的紧急停机坪。

　引用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４

（０２）

０９
请勿进入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表示不允许随意进入地震

监测、救援场所和地震遗址或

遗迹区域。

　引用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６

（８２），修改

１０
请勿破坏

Ｎｏ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表示不允许破坏、损毁地震

监测设施。

４

犌犅／犜２４３６２—２００９



表１（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１１
不得人为振动

Ｎ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表示地震观测环境内，不允

许有干扰观测的人为振动。

１２
不得有磁干扰

Ｎ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示地震观测环境内，不允

许有干扰观测的磁性物质。

１３
不得有水源干扰

Ｎｏ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表示地震观测环境内，不允

许有干扰观测的水源成分或

水量的变化。

１４
不得有电场干扰

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表示地震观测环境内，不允

许有干扰观测的电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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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１５

应急医疗救护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用于

提供应急医疗救护、卫生防疫

的场所。

１６
安全建筑

Ｓａｆ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表示经专业鉴定，可继续使

用的建筑。

１７
不安全建筑

Ｕｎｓａｆ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表示经专业鉴定，须采取加

固等措施后方可使用，或不可

继续使用的建筑。

１８
应急停车场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ａｒｋｉｎｇ

　表示应急避难场所中，供应

急救援车辆停放的区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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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常用的地震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表Ａ．１给出了常用的地震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表犃．１　常用的地震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序号 图形符号 含　　义 说　　明

Ａ０１
应急避难场所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ｈｅｌｔｅｒ

　表示应急状态下供居民紧

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

所。如公园、公共绿地、城市

广场、体育场、学校运动场等。

Ａ０２
次生灾害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表示地震后易引发严重次

生灾害的位置，如有毒有害物

质泄漏或爆炸的物品或场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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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６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

［２］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３—２００４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３部分：客运与货运

［３］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２００８　图形符号　术语　第１部分：通用

［４］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２—２００８　图形符号　术语　第２部分：标志及导向系统

［５］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１—２００８　防震减灾术语　第１部分：基本术语

［６］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２—２００８　防震减灾术语　第１部分：基本术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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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索　引

中文含义 序号

安全建筑 １６!!!!!!!!!!!!!!!!!!!!!!!!!!!!!!!!!!!!!!

不安全建筑 １７!!!!!!!!!!!!!!!!!!!!!!!!!!!!!!!!!!!!!

不得人为振动 １１!!!!!!!!!!!!!!!!!!!!!!!!!!!!!!!!!!!!

不得有磁干扰 １２!!!!!!!!!!!!!!!!!!!!!!!!!!!!!!!!!!!!

不得有电场干扰 １４!!!!!!!!!!!!!!!!!!!!!!!!!!!!!!!!!!!

不得有水源干扰 １３!!!!!!!!!!!!!!!!!!!!!!!!!!!!!!!!!!!

次生灾害源 Ａ０２!!!!!!!!!!!!!!!!!!!!!!!!!!!!!!!!!!!!

地震监测 ０２!!!!!!!!!!!!!!!!!!!!!!!!!!!!!!!!!!!!!!

地震遗迹 ０３!!!!!!!!!!!!!!!!!!!!!!!!!!!!!!!!!!!!!!

地震遗址 ０３!!!!!!!!!!!!!!!!!!!!!!!!!!!!!!!!!!!!!!

地震专用仪器 ０１!!!!!!!!!!!!!!!!!!!!!!!!!!!!!!!!!!!!

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０４!!!!!!!!!!!!!!!!!!!!!!!!!!!!!!!!!!

请勿进入 ０９!!!!!!!!!!!!!!!!!!!!!!!!!!!!!!!!!!!!!!

请勿破坏 １０!!!!!!!!!!!!!!!!!!!!!!!!!!!!!!!!!!!!!!

应急避难场所 Ａ０１!!!!!!!!!!!!!!!!!!!!!!!!!!!!!!!!!!!

应急棚宿区 ０５!!!!!!!!!!!!!!!!!!!!!!!!!!!!!!!!!!!!!

应急停车场 １８!!!!!!!!!!!!!!!!!!!!!!!!!!!!!!!!!!!!!

应急停机坪 ０８!!!!!!!!!!!!!!!!!!!!!!!!!!!!!!!!!!!!!

应急物资供应 ０７!!!!!!!!!!!!!!!!!!!!!!!!!!!!!!!!!!!!

应急医疗救护 １５!!!!!!!!!!!!!!!!!!!!!!!!!!!!!!!!!!!!

应急指挥 ０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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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索　引

英文对应词 序号

Ａｒｅａ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ｔｅｎｔｓ ０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０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ｉｃ ０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ａｉｎｓ ０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０１!!!!!!!!!!!!!!!!!!!!!!!!!!!!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０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０６!!!!!!!!!!!!!!!!!!!!!!!!!!!!!!!!!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ｇｏｏｄｓｓｕｐｐｌｙ ０７!!!!!!!!!!!!!!!!!!!!!!!!!!!!!!!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５!!!!!!!!!!!!!!!!!!!!!!!!!!!!!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ａｒｋｉｎｇ １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ｈｅｌｔｅｒ Ａ０１!!!!!!!!!!!!!!!!!!!!!!!!!!!!!!!!!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０９!!!!!!!!!!!!!!!!!!!!!!!!!!!!!!!

Ｎｏ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１０!!!!!!!!!!!!!!!!!!!!!!!!!!!!!!!!!!!!

Ｎ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１４!!!!!!!!!!!!!!!!!!!!!!!!!!!!!!!!

Ｎ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１１!!!!!!!!!!!!!!!!!!!!!!!!!!!!!!!!!!!!

Ｎｏ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１３!!!!!!!!!!!!!!!!!!!!!!!!!!!!!!!!!!

Ｓａｆ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０４!!!!!!!!!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０２!!!!!!!!!!!!!!!!!!!!!!!!!!!!

Ｕｎｓａｆ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７!!!!!!!!!!!!!!!!!!!!!!!!!!!!!!!!!!!

０１

犌犅／犜２４３６２—２００９





书书书

９
０
０
２—

２
６
３
４
２
犜
／
犅
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地震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标志

ＧＢ／Ｔ２４３６２—２００９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ｃ．ｎｅｔ．ｃｎ

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印张 １　字数 ２１ 千字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一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３８９８２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３３５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