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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旅游安全标志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在A级旅游景区（点）的水环境中设置和使用的详细规范，包括安

全标志的选取、安全标志的使用、安全标志在游泳池和海滩环境中的设置以及在水环境中安装和维护安

全标志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域旅游A级旅游景区（点）中海滩、河流、湖泊、湿地、游泳池、水上乐园等水环

境中安全标志的设置和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水域旅游中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水域旅游中应急导向系统的设置要求见DB46/T 

XXXX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 25895.1  水域安全标志和沙滩安全旗  第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用水域安全标志 

GB/T 26443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 

GB/T 31523.1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 

DB46/T XXXX  旅游服务场所应急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5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环境  aquatic environment 

水体及与水体相邻的一定区域。如沿海或内陆的沙滩及航道、游泳池及其附属设施等。 

[GB/T 25895.1—2010,定义3.1] 

3.2  

海滩  beach 

在海边由砂质沉积物构成的岸线或斜岸区域。 

3.3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在现有风险控制条件下对危险源进行识别并对由这些危险源所引起的风险进行评价的过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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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因数  factor of distance 

z 

观察距离（l）和标志尺寸（h）之比。 

z = l / h 

3.5  

池体  pool basin 

<游泳池>可进行与水有关活动的水池。 

[GB/T 25895.3—2010，定义3.3] 

3.6  

池缘  pool surround 

<游泳池>池体周边供出入池体的区域及常规通行空间。 

[GB/T 25895.3—2010，定义3.4] 

4 安全标志系统的构成 

4.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是指通过不同类型安全标志的综合设置和使用形成的用于在水域旅游环境

中进行安全管理和预防事故的一种标志系统。 

4.2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中使用的安全标志通常包含四类： 

——安全状况标志； 

——指令标志； 

——禁止标志； 

——警告标志。 

4.3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中设置的单体系统要素通常包含两种： 

——单一标志，一块标志仅传达一条安全信息； 

——集合标志，一块标志传达多条安全信息。 

5 安全标志的选取 

5.1 需求分析 

5.1.1 宜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择和使用安全标志。通过风险评估可以识别和确定目标场所中存在的

危险源类别、具体位置以及与每个危险源相关联的具体风险。 

注：危险源类别通常可以按照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等方面进行划分。 

5.1.2 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宜只考虑较显著的风险，对于明显微小、不可能呈现或潜在伤害不显著的风

险可不予考虑。 

5.1.3 在分析水域旅游环境中的安全标志需求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a) 实施风险控制的需求，包括： 

1） 禁止危险的动作或行为； 

2） 禁止特定的人员或做法； 

3） 必须执行特定动作或做法等。 

b) 实施应急预案的需求，确定安全设备设施的位置； 

c) 健康及法律或规章的要求； 

d) 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 

e) 水域旅游环境运营和管理者的其他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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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对特定水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时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例如水环境使用者可能对周围环境不熟悉、没有佩戴常

规的矫正眼镜或赤脚行走等。 

5.2 选取 

5.2.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应优先从 GB/T 25895.1中选取。当需要使用其他安全标志时，宜从 GB/T 

31521.1或 GB 2894等标准中选取。附录 A给出了与水环境相关的常用安全标志。 

5.2.2 当所需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在现行标准中没有规定时，宜优先选取通用安全标志（包括通用指令

标志、通用禁止标志和通用警告标志，如图 1所示）和文字辅助标志形成组合标志来表达所需的安全信

息，也可按照 GB/T 2893.1 和 GB/T 2893.3的规定设计新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 

           

                     a) 通用指令标志       b) 通用禁止标志        c) 通用警告标志 

图1 通用安全标志 

6 安全标志的使用 

6.1 一般要求 

6.1.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在使用时，可通过使用衬边增加标志的显著性。衬边是标志边框外边缘与边

框颜色成对比色且有一定宽度的条带。安全标志带有衬边时，衬边的使用应符合 GB/T 31523.2的规定。 

6.1.2 在规划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时宜考虑到以下原则，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使用宜： 

a) 易于被注意到，安全标志与使用环境之间具有足够的对比度； 

b) 确保安全标志始终在观察者的视线范围内，不会出现被遮挡的情形（例如，被植物遮挡）； 

c) 在观察距离上，安全标志具有足够大的尺寸和充足的照明； 

d) 不会因其设置而形成新的危险源。 

6.1.3 在同一位置同时使用的安全标志不宜过多，以避免迷惑或导致某条安全信息被遗漏或忽略。 

6.2 辅助文字的使用 

6.2.1 辅助文字有助于增强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易理解性并可传递附加的安全信息，水域旅游安全标

志在使用时宜带有能够传达安全标志含义的辅助文字。 

6.2.2 在使用辅助文字时，辅助文字应起到以下作用： 

a) 给出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含义； 

b) 或者，通过提供更多信息来扩展或者详细说明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含义。 

6.2.3 辅助文字的内容与安全标志在国家标准中所规定的含义之间不应有任何矛盾或冲突。 

6.2.4 辅助文字不应单独使用。在使用辅助文字时： 

a) 辅助文字的显著程度不宜超过相伴的安全标志； 

b) 在辅助文字中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时通常首选中文和英文。中文辅助文字宜使用笔画粗细一致

的等线字体，例如黑体等； 

c) 辅助文字中若使用英文，则， 

1）英文宜只有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他单词的字母均小写。如果英文信息很简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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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全部使用大写字母表示； 

2）与警告标志一起使用的英文辅助文字中如果使用了警示语“Warning”，则警示语后的英文

宜另起一行，另起一行的英文中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字母均小写； 

3）英文字体宜为笔画粗细相近的无衬线字体，字母独立书写且不连接。 

6.2.5 辅助文字宜形成矩形文字辅助标志并与安全标志同时使用。文字辅助标志的设计应符合 GB/T 

2893.1的要求。文字辅助标志宜作为组合标志或集合标志的组成部分与相应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一起

使用，如图 2所示。 

       

a)                           b) 

图2 带有辅助文字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示例 

6.2.6 当水域旅游环境中的特定位置需要多个安全标志才能传达完整的安全信息时，多个安全标志及

其辅助文字宜位于同一矩形载体上，形成带有辅助文字的表达多个安全信息的集合标志。集合标志中，

每个安全标志都应与其辅助文字有清晰的相关性，安全信息之间应具有清晰和明显的间隔。 

6.3 标志尺寸和最大观察距离 

6.3.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在最大观察距离上宜醒目、清晰。水域旅游安全标志达到醒目和清晰所必需

的标志尺寸取决于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观察距离和照度。表 1给出了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尺寸的测量方

法。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尺寸是指安全标志本身的尺寸，不包含安全标志的衬边的宽度。 

注：在室外环境中，可通过使用具有较高颜色对比度的衬边或背景色使水域旅游安全标志更加醒目。 

表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尺寸 h 的测量方法 

标志类型 

安全状况标志 指令标志 禁止标志 警告标志 

    

 

6.3.2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所需的最大观察距离由安全标志在该区域内的位置确定，并宜同时考虑到视

力正常和视力障碍者的需求。 

6.3.3 对于特定的标志尺寸 h，推荐的最大观察距离可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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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l   

式中： 

l ——观察距离，单位为毫米（mm）； 

z ——距离因数； 

h ——标志尺寸，单位为毫米（mm） 

最大观察距离与注视标志的视野法向中心线相关。当视线与视野法向中心线成 角时，最大观察

距离将因缩小系数 cos 而减少。 

6.3.4 合适的观察距离应使观察者接触危险之前就能获悉潜在的危险、安全防范措施和（或）为避免

危险所需采取行动的信息。 

6.4 有效作用区域 

6.4.1 有效作用区域的含义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域是指由观察者的最大观察距离所形成的球形视觉空间，球形空间

的表面代表观察者应该能够正确识别水域旅游安全标志中符号要素的临界位置，如图 3所示。只有处于

球形视觉空间表面上或其内部才能确保观察者对图形符号元素的正确识别率达到或超过 85%。 

 

注1：z0值为 60，标志表面垂直照度为 100 lx，标志尺寸 h 为 60 mm，标志安装高度 H为 1.7 m。绿色人表示位于有

效作用区域内，灰色人表示位于有效作用区域外。 

注2：水平红色圆环（D3.6 m）位于水域旅游安全标志设置高度的水平面内，垂直红色圆环位于通过安全标志中心

的垂直平面内。眼睛距地面 1.7 m 高的绿色观察者位于安全标志法线上的最大观察距离处。图中的灰色观察者

位于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域外。 

图3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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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有效作用区域的大小 

6.4.2.1 根据 6.3.3的公式，水域旅游安全标志有效作用区域的大小取决于距离因数 z0 和安全标志尺

寸 h。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有效作用区域为直径 z0h 的球形空间。其中，z0 为观察位置位于通过安全标

志中心法线上的距离因数，距离因数 z0 的数值受到标志表面垂直照度、预期使用人群的视敏度等诸多

条件的影响。 

6.4.2.2 根据 GB/T 2893.1 的规定，表 2给出了外部照明条件下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距离因数 z0，表

3给出了外部照明条件下中文文字的距离因数 z0。表 2 和表 3中的距离因数不适用于在水下使用的安全

标志。 

表2 外部照明条件下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距离因数 z0 

照明条件 

距离因数z0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常规或自然照明 

标志表面垂直照度≥100 lx 
60 6 

建筑物内的紧急照明或低亮度照明 

标志表面垂直照度≥5 lx 
30 3 

表3 在外部照明条件下中文文字的距离因数 z0 

照明条件 

距离因数z0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常规或自然照明 

标志表面垂直照度≥100 lx 
240 24 

建筑物内的紧急照明或低亮度照明 

标志表面垂直照度≥5 lx 
120 12 

6.4.2.3 对于自然照明条件下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表 4给出了在标志表面垂直照度为 100 lx 时安全

标志中心法线方向上的最大观察距离（即有效作用区域的直径）。当最大观察距离的数值落在表 4中相

邻的两个数值之间时，宜选用其中较大的那个数值。 

表4 在常规或自然照明条件下不同标志尺寸 h 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对应的最大观察距离 

（即有效作用区域的直径） 

最小安全标志尺寸 

mm 

最大观察距离 

m 

正常视敏度 视敏度6/60 

60 3.6 0.36 

80 4.8 0.48 

120 7.2 0.72 

180 10.8 1.08 

240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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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标志系统的设置 

7.1 一般要求 

7.1.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设置的典型水环境为海滩环境和游泳池环境。在水环境中设置的单一标

志和集合标志应便于使用者认清水环境中的危险，并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危险。 

7.1.2 设置单一标志和集合标志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a) 危险源的位置； 

b) 设施入口的位置； 

c) 其他标志的位置； 

d) 可能遮挡标志或转移人们对标志注意力的建筑特征、装饰、建筑物、植物或人群所在的位置； 

e) 室内设置的标志在正常状态和停电时的照明水平及特点； 

f) 与安全标志一起使用的辅助文字的内容； 

g) 集合标志上需要呈现的信息等。 

7.2 游泳池环境下的设置 

在游泳池环境下，设置水域旅游安全标志时宜考虑以下原则： 

a) 安全标志的设置位置宜确保使用者入水前在池缘及入水后在池体中都能看见该标志； 

b) 水深标记的数量和位置宜根据游泳池的大小及其外形确定。在浅水端和深水端宜设有水深标

记，其他标记宜沿着游泳池的长度方向设置； 

c) 安全标志可安装在地板上，标志的朝向宜便于位于池缘的人面向水中时观看，标志与池体边的

距离宜在 0.5m范围内； 

d) 在地板水平面上和池体边上设置的所有标志都不宜剐蹭或妨碍游泳池的使用者； 

e) 标志可安装在水面与池体边缘之间的墙壁上，并宜与池缘范围内安装在地面上的标志对齐。  

注：例如，可使用以下标志： 

    ——“禁止跑动”（GB/T 25895.1—2010，4-01），用在池缘和其他地面上有水的区域； 

——“禁止跳水”（GB/T 25895.1—2010，4-05），用在游泳池池缘的适当位置； 

——水的深度：“当心深水”（GB/T 25895.1—2010，5-05）；“当心浅水（跳水）”（GB/T 25895.1—2010，

5-06）；“当心水下坡度陡降”（GB/T 25895.1—2010，5-08）。 

图4给出了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在游泳池环境下的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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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在游泳池环境下的设置示例 

7.3 海滩环境下的设置 

7.3.1 设置原则 

7.3.1.1 在海滩环境下，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及所使用辅助文字的大小宜由所需的最大观察距离除以表

2和表 3中给出的相关距离因数得出，英文字高通常为中文字高的一半。当辅助文字多于一行时，辅助

文字的总行高（包括行间距）不宜大于相应的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尺寸。 

7.3.1.2 在海滩环境中，安全标志的尺寸宜不小于 60 mm, 中文字高宜不小于 15 mm。 

7.3.1.3 包括禁止、警告、指令和安全状况标志在内的安全标志图形及其关联的文字宜呈现在集合标

志的白色区域内。显示其他信息（例如安全信息符号）时所选的背景色，宜能够确保符号和文字的清晰

度。 

7.3.2 海滩次入口标志 

7.3.2.1 海滩次入口标志通常设置在行人入口处，海滩次入口标志通常为集合标志形式。次入口标志

宜设置在除主要入口外的每个入口处，例如在小的步行便道、沙丘路或海岸步道的入口处。 

7.3.2.2 如果该场所既小又偏僻，次入口标志也可代替主入口标志设置在主入口处。次入口标志也可

用来强调入口的范围，例如一个供公众散步用的海滩，次入口标志可沿散步用的开放海滩以规则的间隔

设置。 

7.3.2.3 图 5所示为海滩次入口标志的设置示例。除了如图所示的纵向版式，次入口标志也可采用横

向版式。宜在次入口设置的集合标志版面中建立信息的层级结构以便将信息分组。 

7.3.2.4 海滩次入口设置的集合标志中宜包含以下信息： 

——海滩名称； 

——应急信息； 

——安全标志； 

——救生服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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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次入口标志示例 

7.3.3 海滩主入口标志 

7.3.3.1 海滩的主入口标志通常以集合标志形式呈现。主入口标志宜设置在通往海滩的各主要入口处，

且宜设在行人主入口处。主入口标志的确切位置取决于所处环境的特点。图 6为主入口标志的设置示例。 

7.3.3.2 主入口标志的面板可以是一块或两块，如果需要，可以在面板两侧都显示信息。宜在主入口

集合标志版面中建立信息的层级结构以便将信息分组。主入口标志中宜包含以下信息： 

——海滩名称； 

——应急信息； 

——安全标志； 

——救生服务信息和（或）与公共安全有关的附加信息等。 

附加信息的内容可包括附加的禁令、本区域信息和公共设施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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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入口标志示例 

8 标志的安装和维护 

8.1 标志安装高度 

8.1.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宜安装在与观察者视野法向中心线垂直的平面上，且安装位置宜尽可能接近

观察者的视野法向中心线。以站立的成年观察者为例，视野法向中心线的平均高度为观察者所处地面水

平面上方 1.5 m，标志安装的高度范围宜为观察者注视标志的视线与视野法向中心线所形成的偏移角上

下均约为 5°的范围内。 

8.1.2 安装的立柱式或悬挂式标志不应对水环境中的人群构成潜在危险。 

8.1.3 标志前方的空地上不宜存在任何障碍物，以便使视力障碍者或未佩戴矫正眼镜的观察者能够走

近标志以便缩短观察距离。 

8.2 尺寸 

8.2.1 在安装安全标志系统中的系统要素之前，应确定系统要素预期的最大观察距离并根据最大观察

距离确定系统要素的外形尺寸。应将安全标志的图形尺寸作为系统要素外形尺寸设计的基准。 

8.2.2 在确定安全标志系统中的系统要素外形尺寸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a) 在预期观察位置时标志内容的清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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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标志的预期观察位置与标志表面的距离和夹角； 

c) 标志预期安装位置的照明水平； 

d) 目标受众的视力水平； 

e) 设施内安全标志尺寸一致性的相关要求等。 

8.3 照明 

8.3.1 如果提供人工照明，无论在正常状态还是停电状态下都宜确保标志的有效照度。 

8.3.2 某些类型的光源（如低压钠灯）不能保证有效的颜色识别，因此不宜用作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的

照明光源。 

8.3.3 如果标志使用外部的人工光源照明，在正常照明条件下标志外表面的垂直照度不宜小于 100 lx。 

8.4 标志构造的耐久性和适宜性 

8.4.1 标志材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26443的规定。材料的选择应与标志预期使用的水环境相适应。 

8.4.2 选择标志材料和设计标志结构时宜考虑如下因素： 

a) 基础材料的耐久性； 

b) 标志内容的耐久性； 

c) 色牢度，不会因户外曝晒而褪色； 

d) 防破坏性（例如，来自游泳者或清洁时的损坏）； 

e) 耐水性，不受潮湿环境或雨淋影响； 

f) 抗腐蚀性（例如，来自海水的腐蚀）； 

g) 防涂鸦性； 

h) 阻燃性； 

i) 配件的类型及适宜性； 

j) 抗风压性等。 

8.5 维护 

8.5.1 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设置后，宜定期对系统要素的各方面性能进行评测，以确保安全标志信

息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当标志信息内容失效时，宜立即取消该标志。 

8.5.2 对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的要素进行定期目视检查和清洁，发现的问题宜及时整改。 

8.5.3 如发现以下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宜对水域旅游安全标志系统中的要素进行更换或立即采取相应

措施： 

a) 褪色或变色； 

b) 材料发生明显的变形、开裂、表面剥落等； 

c) 固定装置脱落； 

d) 遮挡； 

e) 照明亮度不足； 

f) 损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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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常用水域旅游安全标志 

为了便于使用，表A.1至表A.4从现行国家标准中摘录了与水环境相关的常用安全标志，包括安全状

况标志、指令标志、禁止标志和警告标志。部分安全标志的名称根据水域旅游的实际需要做了细微调整。

使用附录中的安全标志时，请查阅并使用相关标准的最新版本。 

表A.1  安全状况标志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1-01 

 

水上救生设备 

Water life-saving equipment 

表示水上救生设备（包括救生圈、救生衣、

救生筏等）的所在位置 

摘自 GB/T 25895.1—2010（2-01） 

表 A.2  指令标志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2-01 

 

必须穿戴浮具 

Wear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 

表示必须穿戴救生衣等个人漂浮装置 

个人漂浮装置是在紧急情况下避免溺水

的必需装备 

摘自GB/T 25895.1—2010（3-01） 

A.2-02 

 

必须监护儿童 

Keep children under supervision 

  表示在水环境中必须时刻保持对儿童的

监护 

设置在游泳池等需要对儿童进行时刻监

护的场所 

  摘自 GB/T 25895.1—2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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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禁止标志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3-01  

 

禁止游泳 

No swimming 

  表示禁止游泳 

在危险的地点或环境中游泳可能会导致

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2） 

A.3-02  

 

禁止呼吸管潜水 

No snorkelling 

  表示禁止使用水下呼吸管潜水 

水上运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与使

用水下呼吸管的潜游者碰撞，会导致人员受

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3） 

A.3-03  

 

禁止潜水 

No sub-aqua diving 

  表示禁止潜水 

水上运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与潜

水者发生碰撞，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4） 

A.3-04  

 

禁止跳水 

No diving 

  表示禁止头朝下跳入水中 

在危险地点或水上活动区域中跳水会因

碰撞导致自己或他人受伤或溺水 

摘自GB/T 25895.1—2010（4-05） 

A.3-05  

 

禁止帆船 

No sailing 

  表示禁止行驶帆船 

帆船驶入该水上活动区域，会因碰撞导致

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6） 

A.3-06  

 

禁止帆板 

No windsurfing 

  表示禁止行驶帆板 

帆板驶入该水上活动区域，会因碰撞导致

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7） 

A.3-07  

 

禁止划船 

No manually powered craft 

  表示禁止行驶人力驱动船（例如，摇橹船、

划桨船、撑篙船或脚踏船等） 

人力驱动船驶入该水上活动区域，会因碰

撞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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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3-08  

 

禁止机动船 

No mechanically powered craft 

  表示禁止行驶机动船 

机动船驶入该水上活动区域，会因碰撞导

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09） 

A.3-09  

 

禁止摩托艇 

No personal water craft 

  表示禁止行驶摩托艇 

摩托艇驶入该水上活动区域，会因碰撞导

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0） 

A.3-10  

 

禁止拖曳滑水 

No towed water activity 

  表示禁止拖曳滑水活动（例如，水橇、水

上滑板等）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内进行拖曳滑水活动，

会因碰撞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1） 

A.3-11  

 

禁止冲浪 

No surf craft 

  表示禁止使用冲浪设备（例如，冲浪板、

冲浪橇、冲浪皮艇等） 

冲浪设备进该入水上活动区域内，会因碰

撞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2） 

A.3-12  

 

禁止穿户外鞋 

No outdoor footwear 

  表示禁止穿户外用鞋进入指定区域 

在通常需要光脚的区域穿着户外用鞋，会

因摔倒导致自己或他人受伤并可能引起污

染 

摘自GB/T 25895.1—2010（4-13） 

A.3-13  

 

禁止跳落入水 

No jumping into water 

  表示禁止跳落到水中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跳落到水中，会导致自

己或他人受伤或溺水 

摘自GB/T 25895.1—2010（4-14） 

A.3-14  

 

禁止推落入水 

No pushing into water 

  表示禁止把人推落水中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把人推入水中，会导致

他人受伤或溺水 

摘自GB/T 25895.1—20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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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3-15  

 

禁止趴板冲浪 

No body boarding 

  表示禁止使用趴板冲浪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内使用趴板冲浪，会因

碰撞导致他人受伤或溺水 

摘自GB/T 25895.1—2010（4-16） 

A.3-16  

 

禁止在红黄条形旗间冲浪 

No surfing between the 

red-and-yellow flag 

  表示在指定的游泳区域内禁止冲浪 

如果冲浪装备进入指定的游泳区域，会因

碰撞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7） 

A.3-17  

 

禁止风筝冲浪 

No kite surfing 

  表示禁止进行风筝冲浪活动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内，冲浪风筝可能碰撞

到人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8） 

A.3-18  

 

禁止牵引伞 

No parasailing 

  表示禁止进行牵引伞活动 

在该水上活动区域内，牵引伞的动力船可

能撞击到人而导致他人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4-19） 

 

表 A.4  警告标志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4-01  

 

当心拖曳滑水区 

Warning//Towed water activity area 

  警告来自拖曳滑水活动（例如，水橇、水

上滑板等）的危险 

在水上活动区中，如果与水橇、滑水板或

牵引绳等碰撞，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03） 

A.4-02  

 

当心冲浪区 

Warning//Surf craft area 

  警告来自冲浪设备（例如，冲浪板、冲浪

橇、冲浪皮艇等）的危险 

在水上活动区中，如果与冲浪设备碰撞会

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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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4-03  

 

当心深水 

Warning//Deep water 

  警告来自深水的危险 

有人会因误入深水区而导致受伤或溺死 

设置在水的深度较大的水上活动区域、游

泳池等环境中 

摘自GB/T 25895.1—2010（5-05） 

A.4-04  

 

当心浅水（跳水） 

Warning//Shallow water(diving) 

  警告在浅水中跳水的危险 

在浅水中头朝下跳水，会因头部与水底撞

击而致人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06） 

A.4-05  

 

当心水下物体 

Warning//Submerged object 

  警告来自在开放水域跳水的危险 

在露天水域中跳水，会因身体与水下物体

撞击而致人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07） 

A.4-06  

 

当心水深突变 

Warning//Sudden drop in water depth 

  警告来自水下坡度突然下降的危险 

当遇到未曾预料的水深改变时，会导致人

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08） 

A.4-07  

 

当心岸边未设防护 

Warning//Unprotected edges 

  警告来自未设防护的水环境的危险（例

如，临近码头的区域） 

车辆可能从岸边意外驶入水中而导致人

员受伤或溺死 

 

A.4-08  

 

当心排污口 

Warning//Sewage effluent outfall 

  警告来自排污口的危险 

人们可能因接触污水而患病，或因被卷入

排放的污水中而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13） 

A.4-09  

 

当心强水流 

Warning//Strong current 

  警告来自强水流的危险 

卷入强水流中，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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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4-10  

 

当心船舶 

Warning//Boating area 

  警告来自船舶（例如，人力船、机动船或

帆船）的危险 

被船舶撞击，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16） 

A.4-11  

 

当心潮水 

Warning//Incoming tides 

  警告来自即将上涨的潮水的危险 

卷入上涨的潮水，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18） 

A.4-12  

 

当心流沙/深泥沼 

Warning//Quicksand or mud/deep mud 

or silt 

  警告来自流沙或泥沼的危险 

如果陷入流沙或泥沼中将面临受伤或溺

水的危险 

摘自GB/T 25895.1—2010（5-19） 

A.4-13  

 

当心冲浪风筝 

Warning//Kite surfing 

  警告来自冲浪风筝的危险 

被冲浪风筝碰撞，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20） 

A.4-14  

 

当心牵引伞 

Warning//Parasailing 

  警告来自牵引伞的危险 

被牵引伞的动力船碰撞，会导致人员受伤

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21） 

A.4-15  

 

当心强风 

Warning//Strong winds 

  警告来自强风的危险 

被强风从岸上吹落水中，会导致人员受伤

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22） 

A.4-16  

 

当心巨浪或强破碎浪 

Warning//High surf or large breaking 

waves 

  警告来自巨浪或强破碎浪的危险 

被卷入巨浪或强破碎浪，会导致人员受伤

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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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序号 安全标志 名称 说明 

A.4-17  

 

当心岸边陡坡 

Warning//Deep shelving beach 

  警告来自岸边陡坡的危险 

如果意外遇到水下陡坡并失足跌倒，会导

致人员受伤或溺死 

摘自GB/T 25895.1—2010（5-24） 

A.4-18  

 

当心鲨鱼 

Warning//Sharks 

  警告来自鲨鱼的危险 

在某些水域栖息着鲨鱼（例如投食区），

因此需要提醒人们当心鲨鱼以避免受伤或

死亡 

摘自GB/T 25895.1—2010（5-12） 

A.4-19  

 

当心鳄鱼 

Warning//Crocodiles, alligators or 

caymans 

  警告来自鳄鱼的危险 

被鳄鱼攻击，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死亡 

摘自GB/T 25895.1—2010（5-25） 

A.4-20  

 

当心海蜇/水母 

Warning//Jellyfishes 

  警告来自海蜇（水母）的危险 

  被海蜇（水母）蜇刺，会导致人员受伤或

中毒死亡 

  摘自GB/T 25895.1—2010（5-26） 

注：“//”表示书写时换行的断行处。图2给出了书写时换行的示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