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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展安全可视化管理？ 

 消除危险源 

a、低危险材料代替高危险材料 
b、减少系统能量 

a、预设控制装置 
b、降低危险装置 
c、隔离装置 

a、安全标志 
b、安全管理活动 

PPE 
 

Elimination 

Substitution 

Engineering Control 

Signal、 warning＆management control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OHSAS风险 
控制措施 



A、管道标识 

1、对设备进行维护过程中 

 
 
 
 
 
 
 
 
1、便于工业管道内的物质识别，确保安全生产，避免在操作上、 
设备检修上发生误判断 。      
 
2、对管道进行可视化，可以预知管道内流体的名称，预知管道 
危险性、防止误操作、误碰设备，预防事故发生，提高管道操作、 
维护效率 
                              
 
 
 
 
 
 
 
 

管道标识的作用 



A、管道标识 

液 



A、管道标识 

管道标 
识张贴 
位置 

1 

2 

3 

4 

5 

管道（直管道）标识距离10m 

管道起点、终点 

管道交叉点两侧 

管道转弯处两侧 

管道阀门和穿墙孔两侧 



A、管道标识 

选择Brady管道标识理由： 

寿命（年） 单价(元) 施工费用/登高（元） 总费用（5年） 

Brady 5-8 32 5/10 32+5/32+10 

国产 0.5-1 15 5/10 15+(5*5)/15+(10*5) 

注：以60*260mm管标为例. 

结论：以5年为期，Brady管标所需费用为37-42元；国内管标需要40-65元。 

可节省成本
8%-54.7% 



A、管道标识 

管道标识尺寸选择 

序号 管道外径 管道标识参考规
格 

流向箭头尺寸 文字高度 

1 <20mm 12.7*127mm 28.6mm >6.5mm 

2 20-51mm 28.6*203.2mm 57.2mm >14.5mm 

3 52-203mm 57.2*304.8mm 57.2mm >29mm 

4 204-254mm 101.6*609.6mm 101.2mm >50.8mm 

5 >254mm 101.6*812.8mm 101.2mm >50.8mm 



A、管道标识 

华谊集团 



A、管道标识 

台湾川荒 



A、管道标识 

吉林油田 



A、管道标识 

胜利油田 



A、管道标识 

食品行业 



A、管道标识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材料材质 乙烯 

打印机  BMP®71、BBP®31/33/35/37/85 

颜色 白、蓝、红、黄、绿、橙、黑、金、灰、棕色、紫 

表面 哑面 

使用温度 -40—82℃ 

应用  管道标识、户外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适用于
不规则、曲面、粗糙和高织纹表面，户外平均寿命
5-8年 



A、管道标识 



A、管道标识 

B-569（低卤聚酯胶带） 

材料材质 低卤聚酯 

打印机 BMP®71、BBP®31/33/35/37/85 

颜色 白、黄、红、蓝、浅蓝、天蓝、绿色、橙、黑、
棕、赭色、黄褐色、灰色、紫色、粉色 

表面 亮面 

使用温度 -40—100℃ 

应用 管道标识、适用于光滑表面，粘性与不锈钢管表
面非常匹配，对不锈钢表面无任何影响，环保材
料，是食品、饮料行业不锈钢管道的理想的标识。 

材料特性 可适用于不锈钢管的严酷环境，户外平均寿命3-5
年 



A、管道标识 

    Bradyb-689 管道标识 用在生锈的，脏，湿，或粗糙的管道，在压力
敏感标签不能使用。高性能标记是专为使用在恶劣的环境条件。（PVF、聚
氟乙烯、聚酯） 

特殊性能：耐紫外线照射、高湿度、高温度、磨损、化学试剂、物理搅拌如冲洗或风。 

 

尺寸： 



A、管道标识 

材料 B 689 B 915 B 595 B 569 

室内 好 好 好 好 

平均户外使用（年） 5--8 5--8 5--8 3--5 

最高适用温度 120℃  82℃  82℃  100℃  

最低适用温度 -40℃  -40℃  -18℃  -18℃  

耐化学性 好 好 好 好 

特殊属性 NR NR NR 低卤 

成本 $$$ $$$ $$ $$ 

产地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安装方式 机械式 机械式 自黏式 自黏式 

管道标签几种主要材质对照表： 



B、消防安全标识 

1、安全出口标识（B-526） 

 

4/6/7/8/104*50   2659 

安全出口标识 

材料材质 B-526 BradyGloTM高效能荧光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28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自发光 

色带 绿色 

标识内容 安全出口（EXIT） 

材料特性 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5.1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必须相应
地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吸光5分钟后可持续发光10小时 



B、消防安全标识 

2、安全疏散标识（B-526） 

 

7*33    3260 

安全出口标识 

材料材质 B-526 BradyGloTM高效能荧光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280mm、175mm*30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BBP®85 

胶带 自发光 

色带 绿色 

标识内容 安全出口疏散方向标识 

材料特性 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5.1 在远离安全出口的地方，应将“安全出口”
标志与“疏散通道方向”标志联合设置，箭头
必须指向通往安全出口的方向。  

吸光5分钟后可持续发光10小时 



B、消防安全标识 

3、门开启方向标识（B-526） 

 

门开启方向标识 

材料材质 B-526 BradyGloTM高效能荧光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125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自发光 

色带 绿色 

标识内容 门开启方向标识 

材料特性 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5.2紧急出口或疏散通道中的单向门必须在门上设
置“推开”标志，在其反面应设置“拉开”标志 

吸光5分钟后可持续发光10小时 



B、消防安全标识 

4、手报及声光报警器标识（ B-526 ） 

 

手报及声光报警器标识 

材料材质 B-526 

参考规格 100mm*10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自发光 

色带 红色 

标识内容 消防按钮、发声报警器标识 

材料特性 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5.8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固定灭火系统的手动启动器等装
置附近必须设置“消防手动启动器”标志。在远离装置
的地方，应与方向辅助标志联合设置。  
 
5.9没有火灾报警器或火灾事故广播喇叭的地方应相应地
设置“发声警报器”标志 

吸光5分钟后可持续发光10小时 



B、消防安全标识 

5、灭火设备标识（ B-526 ） 

 

 

10*33 4350 

灭火设备标识 

材料材质 B-526 

参考规格 100*100mm+100*100mm 

250*250mm+250*25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BBP®85 

胶带 自发光 

色带 红色 

标识内容 灭火器消防栓标识等 

材料特性 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5.7各类建筑中………相应地设置“灭火设备”、“灭火
器”和“消防水带”等标识 

吸光5分钟后可持续发光10小时 



B、消防安全标识 

7、消防设备责任人标签（B-7569、 B-595） 

 

消防器材标签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参考规格 57mm*101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白色 

色带 红色 

标识内容 消防器材编号、责任人、位置、类型、型号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4.2.34.5.1 灭火器应定置存放，并在检验周
期内使用；灭火器存放点应设有编号、责任人；  



B、消防安全标识 

6、防火门标识（B-595） 

 

常闭式防火门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参考规格 101mm*26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白色 

色带 红色 

标识内容 常闭式防火门（红色边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对防火门进行标识，提示员工防
火门在工作状态下须保持常闭。 



C、职业健康目标识 

1、职业健康危害因素警示标识（B-595） 

 

消防器材标签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15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胶带 白色 

色带 黄色、红色、蓝色 

标识内容 警示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A.2.6组合标识的编排 



D、设备安全标识 

1、设备安全警示标识（B-595、B-854） 

 

 

设备安全警示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15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 

胶带 预印 

色带 黑色等 

标识内容 警示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对设备危险部位进行警示，为员工提供一个
安全的作业环境。 

4*6 175 Pre 1775，  60m 778 



D、设备安全标识 

1、设备安全警示标识（B-595、B-854） 

 

 

设备安全警示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参考规格 100mm*15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 

胶带 预印 

色带 黑色等 

标识内容 警示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对设备危险部位进行警示，为员工提供一个
安全的作业环境。 

4*6 175 Pre 1775，  60m 778 



D、设备安全标识 

1、设备安全警示标识（B-854） 

 

 

4*6 175 Pre 1775，  60m 778 

ToughWash™标签，具有耐冲洗和易金属检测材料的设计，可以承受恶劣的清洗和
各种消毒方法的测试，在食品饮料行业中是比不可少的。ToughWash™标签和可以
经收数百次的温度和压力考验。 

贝迪B-855耐冲洗标签 

•非常适合食品行业，耐温，耐压，耐化
学腐蚀，耐反复冲洗 

•张贴于不锈钢和其他普通表面具有超强
粘性 

传统食品 

饮料行标识 

http://www.bradyid.com/bradyid/cms/contentView.do/13072/Food-Beverage.html


D、设备安全标识 

1、设备安全警示标识（B-854） 

 

 

设备安全警示标识 

材料材质 B-854 ToughWash®耐高温冲洗标签 

参考规格 100mm*150mm 

打印机 BBP®31/33/35/37 

胶带 连续、预印 

色带 黑色等 

标识内容 警示标识 

材料特性 耐高温水冲洗，B-854提供金属探测层，可被

食品批次异物检测环节检测到。 

4*6 175 Pre 1775，  60m 778 



D、设备安全标识 

2、电源电压等级标签（B-595） 

 

 

电源电压等级标签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12.7mm*50mm 

胶带 黄色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电压、电流等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强度粘胶，户
外平均寿命5-8年。 

   对工厂中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进行标识，防
止员工插错电源，导致设备损坏。 

0.5*30  462 



D、设备安全标识 

3、空开、照明灯等设备开关标识（B-526、B-595） 

 

 

空开、照明灯等开关标签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12.7mm*50mm等 

胶带 黄色、白色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开关控制的设备名称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胶，
户外平均寿命5-8年。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对工厂中不同的设备开关进行标识，节约时
间同时也防止员工操作失误。 

电柜箱内 b-437 



D、设备安全标识 

4、设备维护标识（B-551） 

 

 

设备维护标签 

材料材质 B-551 无背胶吊牌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82mm*141mm 

胶带 预印 

色带 多色、黑色、黄色 

标识内容 警示语、警示标识 

材料特性 超耐用聚酯材料，适合制作用于各种恶劣、危
险环境下的警示标识，户外平均寿命3年。 

   设备维护警示标识 

电柜箱内 b-437 



D、设备安全标识 

4、设备维护标识（B-551） 

 

 

上锁挂牌警示挂牌 

材料材质 B-551无背胶吊牌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82mm*141mm 

胶带 预印 

色带 多色、黑色、黄色 

标识内容 警示语 

材料特性 超耐用聚酯材料，适合制作用于各种恶劣、危
险环境下的警示标识，户外平均寿命3年。 

   上锁挂牌警示挂牌 

电柜箱内 b-437 



E、化学品安全标识 

1、GHS标识（B-7569） 

 

 

预印GHS/CLP化学品标签 

材料材质 B-7569 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55*85mm、75*110mm、105*155mm 

胶带 预印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GHS标签及化学品特性等 

材料特性 具备耐潮，耐化学品试剂，以及耐摩擦性能。 

   空白标签预印红色菱形，标签分为3种尺寸，
每种尺寸有6种菱形布局。 

3-5 



E、化学品安全标识 

2、危险货物包装标识（B-595） 

 

 

危险货物包装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100mm*100mm、57mm*57mm、31mm*31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危险货物包装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胶，
户外平均寿命5-8年。高亮光度和强粘附能力 
 

   在工作场所中相应位置安装此标识，即可以
提高员工对化学品的认识度，更可以提高员工的
安全意识。 



F、员工识别标识 

1、人员识别标签（B-6584） 

 

 

4*10  1000   4*15 1100 

人员识别标签 

材料材质 B-6584 反光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28.5mm*100mm 

胶带 银色、黄色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姓名、职称、血型等 

材料特性 反光材料表层，粘性强。 

    安全帽反光标识能为在光线昏暗的环
境下行走在厂区的员工，提供人身的保护。
在车辆灯光的照射下反光标识能提示驾驶
员前方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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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定置—划线 

 

A、5S管理—定置管理 

少了点信息，到底是放什么的？ 现在清楚了！ 



区域定置—划线 

 

A、5S管理—定置管理 

应该是哪辆推车呢? 
原来是这辆. 

放在指定位置了! 



A、5S管理 

定置管理 

1、地面定置（B-483 B-514） 

 

 避免浪费寻找时间，应有完善的储存方案 

   为了让员工容易找寻和放回需要的物品，定

置管理可视化就是把这些物品有条理地安放和

处理。 

Catalog Code：M71-2000-483-YL-KT 

可打印地贴胶带 B-483 



A、5S管理 

定置管理 

1、地面定置（B-483 B-514） 

 

 

地面定置标签 

材料材质 B-483 ToughStripe ®可打印地贴胶带 

参考规格 50mm*160mm等（参考尺寸） 

打印机 BBP®71/35/37 

胶带 白色、黄色等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定置物品名称 

材料特性 强粘性，可用于粉末涂层表面，耐碾压。 

Catalog Code：M71-2000-483-YL-KT 



A、5S管理 

定置管理 

1、地面定置（B-483 B-514） 

 

 

ToughStripe系列耐碾压胶带  B514 

 



A、5S管理 

定置管理 

1、地面定置（B-483 B-514） 

 

 

适用项目 规格(mm) 基准颜色 

一般区域线 50 

通道线 50/75/100 

开门线 50/90 

一般物品定置
线 

50 

桌面物品定置
线 

10/12.7 

废品区 50/100 

化学品区 50/100 

消防区 间隔50/45度 

急救区 50 

配电柜区 间隔50/45度 

危险区域 间隔50/45度 

突起物边 间隔50/45度 

垃圾桶 50/100 

清洁工具 50/100 

地面定置线，颜色的选择。 



A、5S管理 

定置管理 

2、工具定置（B-7569） 

 

 避免浪费寻找时间，应有完善的储存方案 

   为了让员工容易找寻和放回需要的物品，定置管理可视化就是把这些物品有条理地

安放和处理。 

工具定置—形迹管理 

形迹管理，就是根据物品或工具的形状来管理归位的一种方法。 
•根据物的形状进行归位 
•对号入座 
•一目了然，方便取放 



A、5S管理 

定置管理 

2、工具定置（B-7569） 

 

 

工具定置标识 

材料材质 B-7569 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12.7mm*5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黑 

色带 黑、白、红 

标识内容 名称 规格等 

材料特性 通用类户内外标识材料。户外平均使用寿命3
年。 



A、5S管理 

3、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B-509、B-549、B-

581） 

 

仓库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7569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57mm*21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黑 

色带 黑、白、红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等 

材料特性 通用类户内外标识材料。户外平均使用寿命3
年。 

2.25*30  779 货架供应商 



A、5S管理 

3、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B-509、B-549、B-

581） 

 

 

仓库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7569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57mm*21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黑 

色带 黑、白、红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等 

材料特性 通用类户内外标识材料。户外平均使用寿命3
年。 

2.25*30  779 



A、5S管理 

3、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B-509、B-549、B-

581） 

 

 

仓库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509 可打印磁性耗材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57mm*210mm 

胶带 黄、白 

色带 黑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名称等 

材料特性 可重复使用，方便移除再使用。3-5年平均户
外使用寿命。 

4.25*7.5  915 



A、5S管理 

3、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B-509、B-549、B-

581） 

 

 

仓库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581 可重贴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57mm*210mm 

胶带 黄、白 

色带 黑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名称等 

材料特性 具有很好的光泽度，耐用性和柔韧性，标签可
重置。5年平均户外使用寿命。 
 

2.25*30  1109 



A、5S管理 

3、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B-509、B-549、B-

581） 

 

 

仓库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549 耐低温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57mm*210mm 

胶带 黄、白 

色带 黑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名称等 

材料特性 特殊黏胶能黏贴在低温表面上。适合用于低温
仓库，冰箱及短期冬天户外使用。不建议长期
户外使用。 

2.25*30  1190 



A、5S管理 

4、小型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车间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7569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28mm*12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黑 

色带 黑、白 

标识内容 物品型号、名称、照片等 

材料特性 通用类户内外标识材料。户外平均使用寿命3
年。 

1.125*30  532 



A、5S管理 

4、小型货架标识（库位、名称、条形码等）（B-7569） 

 

 

车间货架标识 

材料材质 B-7569常用工业级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28mm*12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黑 

色带 黑、白 

标识内容 库位号、条形码、箭头、名称等 

材料特性 通用类户内外标识材料。户外平均使用寿命3
年。 

1.125*30  532 



B、作业标准化 

1、设备编号、名称等信息标识（B-595、B-6584） 

 

 

设备编号名称等信息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100mm*220mm 

胶带 橙、绿、红、蓝、黄、白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编号、名称、责任人、责任部门、开关编号等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胶，
户外平均寿命5-8年。 

标准周期时间、标准作业顺序、标准在制品存量 

目标：使设置、操作、检查和维护流程规范
化和标准化。 



B、作业标准化 

1、设备编号、名称等信息标识（B-595、B-6584） 

 

 

设备编号名称等信息标识 

材料材质 B-6584 反光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100mm*220mm 

胶带 绿、红、蓝、黄、白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编号、名称、责任人、责任部门、开关编号等 

材料特性 1、反光胶带材料再有外部光线照射时会反射
光线，增加标识明亮度。 
2、适用于制作户外设备等标识。 
3、建议用于照明条件差或恶劣天气条件下。 
 

目标：使设置、操作、检查和维护流程规范
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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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业标准化 



B、作业标准化 

2、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100mm*180mm 

胶带 绿、红、蓝、黄、白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操作设备的注意事项，检查信息、运行参数 
等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对设备的注意事项和关键信
息进行可视化，能让员工及时得
知重要信息，防止浪费产生。可
视化提高可靠性。 



B、作业标准化 

2.1、设备操作关键指标 

 

 

设备操作关键指标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贴膜 

胶带 黄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操作设备的注意事项，检查信息、运行参数 
等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对设备进行可视化，让员工清楚知
道正确操作机器，防止机器故障。 

100万 



B、作业标准化 

3、电柜及控制面板标签（B-593） 

 

 

控制板标识 

材料材质 B-593 易普控制面板标签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模切 

胶带 黄、红、黑 

色带 黑色、白 

标识内容 控制按钮信息 

材料特性 高光泽聚酯标签，超强粘度，在户外持续使
用最长达10年 

    用中文标示电器控制箱中各按钮，
能够了解C/P(控制箱)各开关的名称与
功能，方便操作，减少误操作。 
    非常适合面板背衬板标签和机壳
前侧标签 



B、作业标准化 

1、看板分区标签（B-595、B-581、B-509） 

 

 

 

设备信息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 

参考规格 贴膜 

胶带 蓝色 

色带 白色 

标识内容 看板的区域内容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B、作业标准化 

1、看板分区标签（B-595、B-581、B-509） 

 

 

 

设备信息标识 

材料材质 B-509 可打印磁性材料 

打印机 BBP®31/33/35/37 

参考规格 25*50mm 

胶带 蓝色 

色带 白色 

标识内容 姓名、看板的区域内容 

材料特性 用于临时标识需求，可方便移除再使用。 



C、TPM 

1、仪表指示标签（B-595） 

 

 

仪表指示标签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7 

参考规格 Φ30mm-80mm 

胶带 白 

色带 多色色带 

标识内容 色环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制作仪表指示标签需求： 
1、BBP37打印机内置的仪表指示标签应用
程序 
2、白色B-595胶带 
3、多色色带 



C、TPM 

2、标尺指示标签（B-595） 

 

 

标尺指示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实际情况 

胶带 白色 

色带 绿、黄、红 

标识内容 液位指示标识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适用于液位计界限标识等 

制作标尺标签需求： 
1、BBP37打印机内置的标尺标签应用程序 
2、白色B-595胶带 
3、多色色带 



C、TPM 

3、阀门吊牌（B-551） 

 

 

阀门吊牌 

材料材质 B-551 无背胶连续吊牌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82mm*141mm等 

胶带 连续 

色带 红色、黑色、绿色 

标识内容 阀门相关信息（开关方向、介质等） 

材料特性 超耐用聚酯材料，适合制作用于各种恶劣、危
险环境下的警示标识，户外平均寿命3年。 



C、TPM 

4、设备维护、维修标签-注油点、易损件、检测点标签（B-595） 

A、注油点标识 

注油点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7 

参考规格 φ50mm 

胶带 白色 

色带 黑、绿 

标识内容 名称、编号、频率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C、TPM 

4、设备维护、维修标签-注油点、易损件、检测点标签（B-595） 

B、检查点标识 

检查点标识 

材料材质 B-595 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1/33/35/37/85/71 

参考规格 50mm*90mm 

胶带 白色 

色带 红 

标识内容 检查内容、箭头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C、TPM 

4、设备维护、维修标签-注油点、易损件、检测点标签（B-595） 

C、易损件（易更换件）标识 

易损件标识 

材料材质 B-595室内/室外乙烯胶带 

打印机 BBP®35/37/31/33/85/71 

参考规格 实际情况 

胶带 黄色、蓝色、红色 

色带 黑、白 

标识内容 名称、编号、储存位置 

材料特性 乙烯基薄膜表层、低收缩性，高设备强度粘
胶，户外平均寿命5-8年。 



C、TPM 

4、设备维护（B-427、B-642、B-499） 



D、资产管理 

1、固定资产标识（B-423、B-486、B-489、B-434、B-428） 

固定资产标识 

材料材质 B-423、B-489、B-434、B-428 

打印机 BBP®35/37 

参考规格 50mm*75mm 

胶带 绿、红、蓝、黄、白 

色带 黑色 

标识内容 LOGO、名称、编号、条形码等 

材料特性 粘性强、图文打印效果优越。适合资产管理标
签和产品ID标签 

B-423 高性能光面聚酯标签 白色 亮面 
B-486 金属化强粘性聚酯标签 浅灰色 哑面 
B-489 强粘性通用性聚酯标签 白色 哑面 
B-434 强粘性通用透明聚酯标签 银色 亮面 
B-428 金属化聚酯标签 银色 哑面 

 



对比 

贝迪标识 一般标识 



对比 

贝迪标识 一般标识 



其他应用 



其他应用 



其他应用 



其他应用 



其他应用 



E、 BBP33的应用 

2、解决方案 

B-595  0.5 1.25 2.25 4    1664 



E、 BBP33的应用 

2、解决方案 



E、 BBP33的应用 

2、解决方案 

B-595  0.5 1.25 2.25 4    1664 



E、 BBP33的应用 

2、解决方案 

B-595  0.5 1.25 2.25 4    1664 



E、 BBP33的应用 

2、解决方案 

B-595  0.5 1.25 2.25 4    1664 



目标客户： 

 国网 

 

 

主要应用： 

 线路杆标识 

 变电站安全警示标识 

电力 

   南网 



石油石化 
目标客户： 

 中石油 

 

 

 

 中石化 

 

 

 

主要应用： 

 管道标识 

 安全警示标识 

 固定资产标识 

   中海油 



贝迪标识系统的价值 

1. 提高安全性 

- 识别危害  

   - 传达安全作业规范  

      - 确保合规性  

      - 改善检查流程  

      - 零事故目标  

 

2. 加强和缩短岗位培训 

-75%  通过视觉学习和掌握知识 

-13% 通过听力  

      -12% 通过其他感官 



贝迪标识系统的价值 

 

3. 提高生产力 

   -大多数公司提高了生产力 

 

4. 提高作业稳定性 

 - 强化标准  

    - 突出显示异常 

 

5. 维持持续改进 

     - 改善清晰可见  

     - 易于理解  

     - 得到一贯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