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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们：
新竹炮响辞旧岁，三羊开泰齐贺春！
带着感恩和美好的回忆，我们告别了 2014 年。未
来的 2015 年，让我们告别浮躁、告别懈怠，以最努力
的姿态，保持无限的激情和梦想，继续前行！
在这里，我代表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祝 “创客之城”
的深圳同仁，活力四射！锐意进取！搏击长空！
让我们一起携梦同行，再创辉煌！
喜别昨日丰功路，更待明朝阔步前！
2015，我们准备好了！

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
二零一五年元月一日
旧岁匆匆过，新年快步来。
鼎故辞旧喜迎春，二零一五阔步迈，
开拓进取求发展，再铸辉煌佳业绩。
恭祝：
《标识界》新年新机遇，2015 年《广告锋标》愿与
你们携手共进，共赢未来！
《广告锋标》编辑部 2015 年 1 月 1 日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及标识界同仁：
新年好 !
值新年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四川省标识行业协
会筹委会，向在过去一年里辛勤劳作、努力奋进的深
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及标识界同仁致以最崇高
的敬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阖家幸福 !
祝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及标识界同仁身体
健康、事事顺达、财源广进、羊年吉祥 !

四川省标识行业协会（筹） 负责人
四川中川标识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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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标识行业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因素，困扰着众多优
秀的标识设计精英，当然，一次的论坛不可能解决所有的
问题，但是希望在此次的交流中能够尽情表达观点、进行
思辩，道理便越辩越明。
标识系统规划设计主讲 - 朱庆

有这样一位坚守了 15 年的标识设计专家，他对自己的评价
是：“我就是多年战斗在标识设计一线的老兵，摸爬滚打
十几年，还是一事无成的一枚屌丝，但是从未后悔，从不
放弃，至今仍愚钝而坚持的做设计”。这是他的自嘲，但
是至少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值得业内人士尊敬的专家前
辈，他就是深圳市问道标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庆，朱庆
以《标识系统规划设计》为主题，与现场精英人士分享了
宝贵经验。而后朱庆与问道标识的合伙人杨振光、深圳市

精英论道日本标识主讲 - 苏熤

天策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熠、深圳市传导标识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凯等共同就近期考察日本标识行业现状进行
了现场互动讨论。
最后深圳市友昆标识制造有限公司的网络营销专家周刚就

第一届深圳标识精英论坛
在深成功举办

2014 年 11 月 21 日，由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主办的“深圳标识精英论坛”
会长崔云为论坛致辞

在坂田创意园隆重召开，来自深圳标识行业的 100 多名精英人士出席了
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主要有《标识系统规划设计》、《精英论道日本标识》、《网
络营销》三个议题。
标识行业是一个辛苦的行业，而标识设计又是苦行业中的苦职业，如今
的标识设计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如何用标识设计本身来打动客户，以

秘书长吴善博担任论坛主持

纯粹的设计带来纯净的客户；设计的收费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让客户理
解标识与“ 建筑设计、装修设计、景观设计 ”同步规划设计的问题。

友昆标识公司的网络营销发展现状进行了分享。
网络营销主讲 - 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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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2015 年 1 月 6 日 , 根据深圳市民政局“深民函（2015）年 8 号文件”，

2014 年 9 月，深圳标协会长崔云重点投入到走访会员企业的工作之中，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成为第二批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

通过走访了解到，企业对标识市场的发展都存在着共同需求，其中，“行

的市级社会组织，深圳标协正在根据广东省民政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

业培训”一词便是许多企业提出的共同需求之一。从设计、规划、制作、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相关文件指示精神，计划 2015 年积极地参与

安装再到生产、安全、环保等一系列问题都急需得到市场的规范。

荣获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

拜访市中小企业服务署

到相关工作当中来，具体可以承接哪些职能和资质认定，深圳标协正在
密切关注沟通中，此为 2015 年最核心工作之一。

针对行业培训一事，会长崔云认为，争取申请到政府培训项目的扶持资助，
为会员企业不定期举办专业培训讲座，通过对企业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
做到提高标识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素质，提高整个标识的发展水平。
9 月 15 日下午，崔云会长及秘书处工作人员拜访了位于福田区的深圳市
中小企业服务署（以下简称服务署），服务署创新与创业服务部俞怡岚
女士为崔会长此行的目的做了耐心的解答，还详细说明了申报培训资金
的流程和办法，并称愿意与有诚意、有诚心为行业市场服务的协会合作。
随后，崔云会长又针对中小企业可以申请哪些扶持政策、如何申请一事，
向服务署上市与融资服务部部长陈小林先生提出询问，陈部长对此问题
给出了四个途径的答复。
一、企业信息化建设补贴。企业在硬件或软件设备的投资上连续 3 年累
计达 50 万元的可申请政府 30% 的补贴。
二、展会补贴。参加展会的企业可申请获得展位费和宣传费的补贴。
三、挂牌新三板。通过挂牌新三板的企业一是可获得投资资金，做到股
权挤压和扩大知名度，二是发展困难的企业可被实力企业并购 ( 工农中
建行已开通此项服务）。
四、报考中小企业高级工商管理研修班。通过报考研修班不仅可以获得
所修大学结业证和市政府颁发的证书，还可认识更多其他行业的管理层，
甚至可以做到融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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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起点 开创新局面 协作创双赢

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在下午的研讨会上，发改委邹处长就企业如何取得政府的支持做了讲话，
介绍了国家对标识行业出台的的各项具体法规及优惠政策，这对各地标
识企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深圳标协会长崔云就协会成立的意义，如何开展协会的各项工作、如何
推动和引导产业的健康发展及运营、如何维护产业整体利益、如何增强
同行内互帮互助以达共赢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交流，并与全国同行对中
国标识行业的发展与未来规划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本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会长杨俊表示非常感谢

2014 年 10 月 18 日， 来 自 全 国

省市领导，专家教授和全国嘉宾对湖北标协的关心与支持！相信在广大

各地的标识行业同仁齐聚于美丽

同仁的一致努力下，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一定会日益发展壮大！同时也

的江城·金银湖畔，共同见证了

祝愿中国的标识行业组织健康蓬勃发展！让我们携手共创标识行业的美

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的成立。深

好未来！

圳市标识行业协会会长崔云及理
事代表一行出席了此次成立大
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观点。
参会者包括来自全国各地标识行
业协会、筹备组的负责人及标识
企 业 代 表 210 人、 武 汉 市 会 员
71 人、武汉同行嘉宾 31 人。如
此强大的嘉宾阵容为湖北省标识
行业协会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有力
的支持与信心。
为了促进湖北省标识行业的健康
发展，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与武
汉工程大学、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多方协商，共同达成了校企发展
的良好意向，湖北省标识行业协
会将作为上述两校大学生实训基
地；两校将为湖北省标识行业培
育及输送行业所需人才。在本次
成立大会中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
与两校签署《实训基地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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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家标识文化创意产业园
强势落户中国无极
2014 年 10 月 27 日 下 午，《 中
小标识企业如何抱团取暖论坛》
在国际建材装饰城盛大启幕，标
识同仁、领导及专家参加了本次
会议。

崔云会长首先代表深圳市标识行
业协会祝贺中国首家标识创意产
业园强势落户河北无极县，并称
之为行业先行者，他感慨的表示：
“河北无极做了深标协一直想做
但是尚未成行的事，对河北同行
表示由衷的敬佩。”当无极县委
书记韩清榕问到如何让标识创意
产业在河北无极腾飞时，崔云会
长表达了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相应的产品供应链条要齐
全。如果没有完整的供应链会造
成有厂而无法生产的情况，至少
也会造成成本过高的情况。

第二，相应的人才培养库的建议。
没有优秀的行业人才，园区的发
展也会受到制约。
第三，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
标识创意产业在创立之初就必须
高度重视环境污染的问题，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企业所能做到的，需要政府牵头，政府引导，这一点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上午，中国首家专业标识产业园在河北省无极县奠

可以向深圳相关兄弟产业学习。

定开工，应河北省无极县政府、河北省标识行业协会（筹）的邀请，深
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崔云会长一行出席中国首家专业标识产业园奠基仪式，

当崔云会长特别强调环境问题后，韩书记表示这一点以前并未重视，后

并出席《中小标识企业如何抱团取暖论坛》。无极县委主要领导、河北

面政府可以投资改善标识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希望入驻企业没有后顾

飞天标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国君、中国无极·国际建材装饰城运营

之忧，安心发展。

总监张慧玲、湖北省标识行业协会会长杨俊、上海市标识行业协会会长

崔云会长代表深标协就其他的问题发表了意见，相关的意见引起了当地

周福生、陕西省标识行业协会会长庞建华、上海东华大学副教授陆金生、

政府、协会和园区的高度重视。

深圳市西利标识研究院院长张西利等领导及专家齐聚河北，共同见证这
一伟大时刻。
自 2014 年 7 月底以来，中国无极·国际建材装饰城与河北斯特龙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最大代加工厂深圳蓝海岸家具有限公司、河北
室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红木家具以及河北飞天标识制作有限
公司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分别打造斯特龙装饰材料直供产业园、
粤创国际产业园、福瑞特园艺博览园、中式家具产业园以及中国首家标
识文化创意产业园，总占地近 2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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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标识梦》开始了重庆标识的新形象，我们的梦不再是梦！这是重
庆标识人的使命，更是全国标识人相互沟通，共同探讨的新起点。会上，
重庆市民政局领导、重庆市中小企业局领导就此次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并
发表讲话。政府和企业联合，共同打造重庆标识企业乃至全国标识行业
的新气象，凝聚全国标识行业的力量。黄亥先生在会上发表致辞并讲述
了重庆标识行业协会一路发展的心路历程。各地标识行业协会及到场嘉
宾也纷纷表示祝贺。崔云会长就深圳标识行业发展的先头经验做了阐述。
重庆市标识行业协会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各标识企业走向更加规范的
发展，使标识企业在搏击市场风浪中走得更远、更稳。
下午两点，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余标识人一同参加了全国标识企业年会，
共同探讨标识企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转型发展。包
括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云南等各大企业领导，分别就标识产业
与资本市场、技术创新、创新与外贸、高科技设备为标识助力等多元化
的标识文化知识为大家做了分享。经过多家企业的资源共享，我们期待
标识行业可以更好、更快、更稳的走向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大家纷纷
结合标识未来发展，企业自身面临的问题与标识行业专家进行交流讨论。

重庆市标识行业协会成立大会
暨全国标识企业年会圆满召开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在 重 庆 市
世纪同辉酒店，来自全国 31 个
省市区，500 多标识人，共同见
证重庆市标识行业协会的成立，
同期，中国标识企业年会拉开帷
幕！深圳标协会长崔云、部分理
事及会员等一行代表深圳市标识
行业协会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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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标识行业也得到突
飞猛进的发展。但社会对标识行业的认知有限，致使我国标识行业长期
处于无序发展和行业属性不明晰的状态。近年来，全国各地标识行业协
会的相继成立，不仅推动我国标识行业快速的发展，并且引领标识行业
走上健康有序的康庄大道，为促进标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强
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苏州市吴江区标识人也应势而起，召开成立大会。
标识行业协会的拔地而起，不仅宣誓着标识业逐年来被社会的重视，也
预示着标识行业未来良好的发展态势。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恭贺吴江区标识行业协会隆重成立，也祝愿全国标
识行业越来越好的发展。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出席吴江市标识行业协会成立大会
2014 年 12 月 20 日， 苏 州 市 吴
江区标识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在江
苏省汾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汾湖松
陵饭店成功召开，来自全国的标
识爱好者们纷纷见证了这一历史
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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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7 日上午，河南省标识行业成立大会暨中国标识企业交流
会在郑州成功举办。深圳标协会长崔云一行代表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出
席祝贺。

此次 , 河南省标识行业协会与河南省工业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通过优势
互补，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7 日下午，中国标识行业组织建设座谈会、中国标识行业标识设计座谈
会、中国标识行业生产管理座谈会与成立大会同期举行。
河南省标识行业协会的成立，为河南标识界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
流、加强合作的广阔平台，将发挥凝聚企业、发展合力的重要作用。衷
心希望协会成立以后，切实履行职责，创新服务手段，规范企业行为，
促进企业间相互学习、交流合作、共同发展。协会的成立，必将促进企
业快速健康发展。
据了解，服务是该协会的本质特征，是协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河南省
标识行业协会将突出服务宗旨，真抓实干，努力提高协会的服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首届会长王鹏表示，
“协会今后工作的主题思想是：团结、交流、

河南省标识行业协会成立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会长崔云一行与会祝贺

合作、发展。本届理事会将引导会员建立合作互助的的理念，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观，使广大会员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企业做实、
做强、做好、做久，使企业成为河南引以为豪的标识品牌。”

行业资源整合

2014 年度深圳标协深度走访会员企业
2014 年 9 月份，深圳市赛特标识牌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崔云担任深标协
会长一职，崔会长上任后的首要工作便是携秘书处工作人员深度拜访会员企业，
这也是协会成立以来首次全面走访会员企业。崔会长此行，得到会员企业大力
支持和一致认可，在走访过程中崔会长通过与会员企业负责人的交谈不仅收货
众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更是加深了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的凝聚力和信任度。
截止 12 月份，崔会长一行人用时 3 个月共走访会员企业 39 家，2015 年将继
续走访尚未拜访的会员企业。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

网络营销服务

制定行业公约
制定行业标准

加强行业交流

建立行业培训体系

制定企业资质等级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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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杰之群广告有限公司
JIEZHIOUN Design Co.,Ltd.

深圳市天利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lilai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杰之群广告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二年，是深圳地区起步较早的专业从事房地产、酒店导示系统、标牌制作、

深圳市天利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报箱、标识设计、研发、制作、销售、安装、售后为一体的综合性

户内外大型广告系统制作的公司。现有厂房 1200 余平方米，下设管理部、业务部、财务部、设计部、广告制作部、

企业集团。拥有“天利来”信报箱、“新视力”标识二大注册商标，分别致力于信报箱市场、标识领域的深耕

丝印车间、腐蚀车间等，拥有各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20 余人。

细作。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系列最全、覆盖区域最广、分销渠道最深的信报箱、标识服务商。

专题报道 23

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三多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OEC Culture &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天策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Teamagic Signage Engineering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三多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一直关注国内外企业、医院、学校形象与文化建设的发展状况及趋势，通过持续

深圳市天策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秉承“动线决定标识”的理念，专注于城市综合体标识系统设计，为客户提供多样

深化与提升文化形象的服务产业链，服务项目涵盖医院、学校文化建设、视觉形象、环境文化改造、生态环境规划、

空间的标识系统设计及标识制作、施工全程定制化服务。团队成员通过专业的系统论证与合理的规划，为项目量

导示标识系统的规划设计等。

身打造具有先进设计理念和国际化的创意，全面满足空间功能需求，从而最大程度的提升项目空间的附加值！

专题报道 25

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西利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Shenzhen Xilisign Design&Manufacturing Co.,Ltd.

		

深圳五形图标识系统有限公司
Shenzhen Wuxingtu Sign Syetem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西利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总部设在中国·深圳。是一家专业从事城市公共环境、房地

深圳五形图标识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公共环境标识系统、综合项目标识系统、城市环境标识系统、房地产标识

产项目、旅游景区、商业地产、酒店等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制作以及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产品开发的专业性标识

配套系统、景区景点标识系统、灯光招牌及户外广告工程的规划，设计，制作，施工于一体的专业性标识公司。本

公司。 2010 年 7 月注册成立了深圳市西利标识研究院，拥有自己专业的开发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

着以完美、规范、新颖的视觉理念，自主创新，运用灵动视觉五形空间的理论，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案例。

专题报道 27

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高度标识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Highest Signage Design Co.,Ltd.

		

深圳市上城美域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Shenzhen Uptown Melody Design Project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高度标识设计有限公司于 2000 年成立，主要提供方案设计、产品设计、生产安装等专业的全程服务。产

深圳市上城美域标识工程有限公司，专业 SHOPPING MALL 综合体、4A/5A 旅游景区、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

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泛光照明工程。包括各类楼宇发光店招、LOGO、楼体亮化、整体照明、景观照明等；

与制造商，集标识规划、设计、制作、安装及后期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企业。本着 " 简洁 创新 艺术 " 视觉原则，不

二是室内外标识系统。包括各类指示牌、导向牌、索引牌、立体字等；三是员工工牌类产品。包括各类胸牌和徵章。

断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及生产工艺，以艺术性设计理念、严谨性专业知识为客户提供更完善合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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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艺图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Artu Sign Co.,Ltd.

深圳市问道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WEDO 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艺图标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公共环境、商业广场、写字楼、房地产项目、旅游景区、体育场馆等标识

深圳市问道标识有限公司——中国顶尖标识设计践行者，通过整合全球优质资源和顶尖行业资讯，致力于为建筑 &

导示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制作、安装。公司设立于设计之都—深圳。可自行研制、自行检测并提供一步到位的安

环境空间提供标识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标识系统“功能、环境、品牌、文化”四大增值价值。秉承“将

装服务，是一家创新能力卓著、产品品质卓越、服务配套完善的一体化、专业化机构。

标识赋予艺术、将艺术融入生活”的设计理念，“同道、守道、精道、得道”的核心价值观，持续专注，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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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同源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Tongyuan Sign Co.,Ltd.

深圳市力创美广告有限公司
RCM Shenzhen Advertisement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同源标识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公共环境标识、商业居住空间标识、CBD 社区、景区公园等的集标识规划、设计、

深圳市力创美广告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专业设计生产标识系统、广告创意、亮 化灯光、LED 产品、灯箱广

生产、安装于一体的专业性标识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创意设计和商务信息处理中心，全球信息保持同步，以确保

告位为一体的名牌企业。设计上遵循个性化与物业整体形象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发展商的人文关怀及经营管理

新材料、新技术的标识研制开发及生产，为公共环境空间提供实用、合理、美观的标识系统。

理念，公司完备的制作工艺流程，严格的质量管理，完善的跟踪服务，在业界赢得 了良好的口碑。

专题报道 33

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动力组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Shenzhen POWER Design Consultant Co.,Ltd.

深圳市自由空间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Freespace 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动力组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以项目品牌形象、公共环境形象、星级酒店系列形象规划设计和制作实施为主导，

深圳市自由空间标识有限公司专注于 Shopping Mall 建筑与环境导向系统规划设计，在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场馆、

以创新的品牌形象设计管理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群体，为项目提供专业有效的环境形象解决方案。以无限创意服务

购物中心、住宅、写字楼、酒店、旅游景区、工业园区等标识导向系统的规划设计及工程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

将品牌文化理念延伸到形象设计、导向系统及环境艺术，使功能性引导、人性化服务等得到更完美的提升！

自成立至今，先后完成了几百项标识导向系统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工程实践。

专题报道 35

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佳丰华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fenghua Sign Co.,Ltd.

深圳市字工场广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Billboard Workshop Ad.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佳丰华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规划、设计、制造、安装、维护的专业标识导示系统工程的综合服务性公司。

深圳市字工场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制作立体发光字与标识系统工程的综合服务性公司。
经过几年的积累，

公司主要从事高档住宅、城市公共环境、商业购物中心、道路交通标识、旅游景区景观标识、医疗机构、学校等

字工场秉承“质量第一、服务第一、效率第一”的宗旨，不断开拓进取，凭借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精湛的制作

各类标识导示系统，及大型商业广告招牌、灯光字、不锈钢制品、金属制品、异形不锈钢等工程类制作。

工艺，贴心完善的售后服务，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客户的认可，形成了公司特有的优质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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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琢典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Zhuodian Sign Co.,Ltd.

深圳澳腾益展览展示策划有限公司
Shenzhen Aotengyi Exhibitio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琢典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作、安装一体的综合性广告工程装饰公司，在深圳已有十年的广告标

深圳澳腾益展览展示策划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材料采购网络和完善的售后服

识工程制作及服务经验；专业从事港式工艺立体字、霓虹灯、LED 字、吸塑字、铝合金标识牌、丝印标的制作 ,

务系统，并且在设计上推陈出新，在制作商精益求精，致力于国内外各类大型展会总体设计及制作、展览馆、博

灯光照明招牌设计制作等 ; 下设大型专业标牌制作工厂。

物馆、园林景观的设计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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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瑞海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REHO Sign Group Co.,Ltd.

深圳市路易盖登标牌材料有限公司
Shenzhen Roadease Guidance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瑞海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公共空间、建筑空间导向标识设计和空间装饰艺术的专业公司。自成立以来，

深圳市路易盖登标牌材料有限公司是标识标牌铝合金材料及系列产品专业品牌供应商，专业从事标识标牌的型材

瑞海一直致力于城市综合体、城市空间、商业空间、住宅空间、酒店及写字楼、旅游地产等空间导示和环境标识

开发、标牌设计、标牌制作、标牌加工于一体的国内大型的标识材料生产标牌厂家。坚持自主研发和产品创新，

系统的设计研发、制造领域，并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和创造全链条式的系统化服务。

是国内最早引进欧洲模块化标牌设计理念的企业，确立了国内标牌的公制规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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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海晨广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Haichen Light Box Co.,Ltd.

深圳市精瑞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Shenzhen Jenray Sign Design&Manufacturing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海晨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灯箱生产企业。公司拥有雄厚的技

深圳市精瑞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是以商业区域、星级酒店、地产楼盘、园林景区、中央商务区、工业园、城市

术实力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不断推出各种新型广告灯箱，以一流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得到广大客户和行业的高度

形象、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开发、设计、制作、安装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标识设计制作企业。以 " 原创、简洁、

赞赏，产品行销全球各地，成为中国灯箱行业领航者。

醒目 " 为设计准则，" 提升标识的规 范化、艺术化、国际化进程 " 为愿景，致力于标识导示系统的研究开发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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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东聚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East Teamagic Co.,Ltd.

深圳天标数字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biao Signs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东聚标识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提出“空间价值论”的视觉传达全程定制决策商。业务范畴涉及针对多样空

深圳天标数字标识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高档灯箱设计、制作企业。2011 年引进的国内顶尖灯箱制作设备，

间的内外部装饰、标识系统规划及制作安装、后期维护等内容，不仅提供“定制化”的空间视觉方案，更提供从

可年产百万台高品质灯箱。 为解决以往灯箱角度接口缝隙过大这一难题，引进的高精度 45 度角切割设备，与此

规划设计及安装维护的全程系统服务。

同时，引进的先进二、三维网点设备，使导光板更亮更均匀，让产品的细节之处充分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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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艾米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AMY Brand Design Co.,Ltd.

壹玖柒陸（亞洲）設計有限公司
1976 De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艾米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中国首家酒店品牌形象设计（顾问）公司，国际酒店品牌管理、酒店品牌战略定

壹玖柒陸（亞洲）設計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城市高端标识系统的综合服务机构；项目服务包含规划设计、深

位咨询机构。旅游综合体、商业综合体、酒店管理集团、酒店地产集团、顶级会所、游艇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

化设计以及工程执行管理；专注于旅游度假地产、酒店办公楼宇、商业购物中心和医疗院校等领域的系统标

国际、专业的酒店 VIS 规划、设计、导入、执行专家。

识服务，坚持“客户与品质第一”的服务原则，为客户提供系统标识的设计制作与安装维护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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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零奔洋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B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金红石广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Rutile Adverti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LED 广告标识照明领导品牌——深圳市零奔洋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 LED 广告照明光源产品的制造商之一，

深圳市金红石广告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4 年，主要从事标识项目、喷绘产品、广告工程等设计、加工、安装和售

成立于 2005 年，主要生产 LED 灯珠系列，LED 模组和灯条系列。公司先后通过了 CE，RoHS，UL，ISO9001：

后服务；展览展示的制造、布展和撤展服务；专业机箱、展柜和展台加工。以专业的设计、工程咨询、加工制造、

2008，ISO14000 等认证，年产值两个多亿元。产品远销欧洲、亚洲、东南亚、中东、美洲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性化的性价比、严谨的产品质量、周密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性价比和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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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大河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River Sign Co.,Ltd.

深圳市富士千荣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Fashion Culture Scutcheo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大河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系统行业的综合性服务公司。公司拥有标识系统行业多年

深圳市富士千荣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专业的广告标识系统的生产制造商，主要开发设计及生产各类导向标识

的实战经验，以规范化的管理、新颖的设计、一流的技术、科学优质的施工方案，从标识 - 规划 - 设计 - 制作 -

系统：铝质型材导向标识系统、导光板超薄型灯箱、四色丝印吸塑灯箱、压克力制品、异形板金导向标识系统、

售后一体化的服务，为客户创造快捷优质的服务。

太阳能 LED 解决方案、墙体 LED 亮化工程、电子显示屏及各种发光字等户外大型广告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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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全方位廣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Signaxis Advertisign Co.,Ltd.

深圳市真丰彩广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ZFC Adverti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全方位廣告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門制作招牌字、噴畫及亞加力制品的公司。公司從事廣告制作超過二十年，

深圳市真丰彩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标牌制作、
灯箱广告、
广告标识、
广告喷绘等户内外广告喷绘制作公司，

總部設於香港旺角。全方位擁有經驗豐富而且專業的顧問、設計、制作與安裝團隊，於深圳設有廠房及先進設備，

拥有先进的设备。为客户提供细致、人性化的服务和广告喷绘制作解决方案。公司经营的项目有：户内高精度写真、

提供一站式廣告服務，用心聆聽客戶的需要，貼心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意見、創新的意念、優質的素材。

海报、仿真油画、各种展览展示、装饰画；户外大型广告牌，车身贴广告；水晶字雕刻等广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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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新领域标识有限公司
Shenzhen New Domain Sign Co.,Ltd.

深圳柯赛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Shenzhen Cosun Sign Engineering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新领域标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规划、设计、制作安装、维护”于一体的专业品牌旅游导向标识服务机构。

深圳柯赛标识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设计、规划、生产、制作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标识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新领域致力于绿色、环保低碳理念，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开发出仿木纹金属标识牌，使用寿命达到十年以上，

有城市环境标识、酒店标识、旅游景区标识、商业标识、门牌、索引牌、宣传栏、灯箱、三维 LOGO、个性化钣金、

解决了旅游景区应用原木标识牌易腐烂、倒坍、文字及图案处理不清晰、使用寿命短等弊端。

金属字、LED 发光字、户内外招牌、城市雕像、亚克力标识标牌系列、铝合金金属标牌等标识的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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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升阳升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Shenzhen YSY Advertisign&Decoration Co.,Ltd.

深圳市大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Shenzhen DARE Design Co.,Ltd.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升阳升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广告设计、城市形象提升策划、媒体代理、影

深圳市大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总部设立于设计之都深圳，是致力于企业文化（机构文化或区域

视策划、印刷品制作、礼品广告等业务为一体的具有深圳广告界少数拥有户外发布权的大型综合广告公司。以

文化）整合、企业形象（机构形象或区域形象）设计、流程优化及品牌战略推广与传播的专业设计顾问机构，

深圳为总部基地，在成都、长沙、合肥、杭州等经济文化发达城市建立了专业化的服务网络。

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案例最多的策划设计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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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rporate Name

Corporate Name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万百纳标识制作有限公司
Shenzhen WBN Sign Manufacturing Co.,Ltd.

深圳市镁刻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Make Equipment Co.,Ltd.

WBN

MAK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万百纳标识制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端住宅、别墅、城市公共环境 、商业购物中心、开发区科技园区、旅

深圳市镁刻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集数控、光电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

游景区、写字楼、酒店 、道路交通 、医疗机构 、学校 、会展中心、交易市场等环境标识导示系统以及户外广告、

CNC 雕刻机、木工雕刻机、电脑刻字机、激光雕刻机、超强度反光膜专用切割机、服装绘图仪，EVA 镂空雕刻机，

展览展示工程、CIS 企业形象的设计及制作、安装等业务。

金属雕刻机，玉石雕刻机，玻璃雕刻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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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标识导向系统的
新职能与新形态
深圳市自由空间标识有限公司 王骏

1、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具有强化品牌形象的职能

进了娱乐时代。笔者从百事的新标感觉到了这一“娱

和商品比较起来，品牌的属性是沟通、是传达、是需

乐的”时代的到来，网络、手机等个人用品充满了娱

要被物化的精神。这样的品牌定律适合于任何的品

乐元素。商业空间更以使消费者得到良好休闲、娱乐

牌，包括商业空间品牌。在商业空间品牌化且竞争激

为本职。这就使得商业空间标识导向系统必须具备有

烈的今天。商业品牌文化急迫于亮相于消费者视线，

幽默感、喜感的因素提升商业空间的愉悦度，也需要

才有可能立足于社会。

商业空间标识导向系统从消费者视、触、行等多角度、
多因素上做足够的功课，以提升消费者的舒适度。具

商业标识导向系统是完成此物化过程的载体和途径，

有塑造娱乐气氛能力的商业标识导向系统有利于调

把意象转为物象、把抽象的精神物化成可以被人感知

动消费者正面的快乐的情绪。

的标识形象。为消费者理解品牌提供一条途径。商业
标识导向系统在此的新职责在于需要充当窗口作用，

3、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具有承载流行文化的职能

促成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宣扬

流行文化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参与，并以物质或非物

品牌的个性，传达品牌文化的目的。并且进一步提升

质的形态表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状况与价值取

并强化了商业空间的形象。

向的社会文化。商品经济是流行文化的基础。商业空
间常常依附于流行文化使商业利润最大化。流行文化

一、商业标识导向系统设计

二、商业标识导向系统职能扩充

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在与商业活动有关的空间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业竞争的加剧，商业空间的功能

中，以图、色彩、文字及字母和必要的体量材料构建

显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当今的商业空间从以前

并传达信息，以此来标注所在商业区域，商业设施的

单一的购物空间，扩展到购物、娱乐、休闲、并且包

用途及方位，以指示和引导人们行为为本职的各种标

涵多元文化主张的复合型空间。其履行的社会职能也

志物。就商业标识导向系统体系的组织构架而言，主

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充。当今的商业空间是一个交流的

要由标识主体形象（主塔、一般设置在商业空间主入

空间，需要与消费者交流，并且要为消费者之间的交

口前的广场上）和商业空间总索引（设置在商场入口

流提供便利。当今的商业空间是一个充满喜感的空

大厅内）及分层索引等部分构成。商业标识设置的主

间，并且具备传递喜感的能力。当然在这个标新立异

要目的是简捷、迅速，准确地为消费者提供各种信息，

的时代，商业空间还必须是一个有自己的生活主张、

提高消费者在商业空间中的活动效率；同时其对丰富

观念态度的人格化空间，并且能和人有某种精神层面

和点缀空间，活跃环境气氛等也起到重要作用。

的交流。由于商业标识系统是商业空间环境中的服务
设施，亦是构成商业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局部，因此

作为商业的标识导向系统，首要职责是满足实用性需

发生在商业空间上的这些变革，使商业标识导向系统

求，要求标识导向系统系统能够考虑各类人群接受信

改头换面。简而言之，商业空间的新职能，在某种程

息的特征和要求，做到鲜明、简捷的表达信息，具有

度上也就是商业标识导向系统的新职能。展开细叙，

易于识别、易于理解和空间连续性特征。并且要保持

大致有如下几点：

标识系统形态给人们整体性观感和严谨的系统性。

2、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具有塑造娱乐气氛的职能

中包含的时尚文化、消费文化、休闲文化、流行生活

一方面是由于压力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价值观改

方式等都和商业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迎合大众

变。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人们已经一头扎

文化，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必须具有强大包容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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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并承载多元的流行文化。其必须具备轻盈的思想

部分具有关系。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心理体验。而商业

使人感觉愉悦。造型新异有趣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常常

观念接纳多元化审美，具备易于沟通与理解的表现方

标识导向系统由于职能的扩充和任务的多重化，逐渐

能巧妙利用消费者的自发联想和想象来增强喜感，并

式，以及深入人心的感染力。商业标识导向系统要善

摈弃了单一直观的视觉形象，运用隐喻手法；调用各

使标识在受众心理上得到扩大和延伸，带领受众积极

于冲破陈规，以达到强烈的亲民效应为目的得到消费

种材料；彰显材质美感等等一切手段，其目的就在于

进入到商业空间所创造的快乐的氛围之中。设计师利

者的认同。为此，商业标识导向系统一定是鲜活的、赋

试图要调动消费者的视觉、味觉、触嗅听觉全方位

用奇妙的想象和睿智的表达，圆满的融合形态、材料、

有张力的、具有强烈刺激意味的形象，并且具备回避

的去感官体验，去领悟设计作品的内涵。当今的商

色彩等元素，激发消费者的心理需要，促使消费者产

深度思索，甩掉沉重的思想观念的能力。

业标识设计往往通过这一途径来达到传达某种情感、

生满意、愉快的内心体验。让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在传

文化味的目的。

达信息、推广品牌之余，还可以从中获得娱乐和美的

三、商业标识导向系统的新形态及新特征

享受。如星河城的商业标识导向系统，利用星空概念

当商业标识导向系统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变化，

2、标识形态具有趣味性和新异性特征

为设计基点来推广品牌，设计中突破原有的标识导向

必然会导致其形态的变化。内容决定形式是设计界不

趣味即情趣和意味，指的是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

系统一贯的矩形牌状造型。形态自由而巧妙、个性而

四、结语

变的真理和指导设计行为的指针。当今商业标识导向

思，有吸引力的特征。它是通过加强标识形态的感染

新异，再通过材质合理搭配和变化。营造一种充满情

任何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商业标识导向系统也不例

系统的发展以不断突破、革新形态的手段，导致商业

力体现出来的，这也是设计人性化的表现。在当今这

趣、耐人寻味的空中意境。视觉上使人感觉饶有风趣。

外。由于商业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竞争性，商业标识导

标识导向系统形态设计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个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极强的时代，趣味性和新异性
物象有着它不可忽视的优势。

1、标识形态的意向性强

向系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催生出了形态多
4、智能化在商业标识导向系统中的运用

样、个性凸显的商业标识导向系统设计，也促进商业

智能化能增强消费者在商业空间中的舒适度，提升商

标识导向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
商业社会的产物，同样也被烙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

格式塔心理学中也有说过，感觉体验的事物要大于眼

首先在于具有趣味性、新异性的特征的物象更能抓住

业空间的档次和竞争力。因此智能触屏在商业标识导

见的事物，任何一种经验现象，其中的每一部分都牵

消费者的眼球，符合人们注意力的特征。其次在于具

向中的运用屡见不鲜，在定位高端的商业空间中运用

连到其他部分，每一部分之所有其特性是因为与其他

有趣味性、新异性的特征的物象更能调动积极情绪，

就更加平常。它将原有的商业标识导向系统从视、触
感的传达添入互动体验，不仅能让消费者得到更加全
面的信息，而且动态的互动信息更能满足消费者对方
便快捷的需求。毫无疑问，智能化在商业标识导向系
统中运用，是为商业标识导向系统设计打开了另一扇
门，同时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智能化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其趋势会越来越强劲。对于商业标识导向系统
而言，它必将成为最常见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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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ＦＤ 外露灯的质量
识别方法

2．比较电流大小：白、绿、蓝光理论上一般在 1719MA 之 间（ 电 阻 阻 值 121Ω）， 红、 黄 光 在 2025MA 之间（电阻阻值 131Ω），对于电流特高的，
比 如 在 25-40MA 的 灯 串（ 电 阻 阻 值 在 101Ω 甚 至

深圳市三源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启森

91Ω），这样可以提高灯的亮度或者使用小芯片可
以 达 到 大 芯 片 的 亮 度， 当 然 通 过 LED 芯 片 电 流 大
了，LED 温度就高了，热量比较难散发出去，只能
对 LED 元器件造成一定的伤害，大约 3 到 5 个月就

因外露灯的亮度高、成本低、易安装等优点，近年来

变的昏昏暗暗的，尤其是白光光衰很严重，而根本

随着外露灯的市场不断扩大，逐步在各领域得到应

原因就是电流太大。

用。但是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也不断产生和困扰生产
厂家和客户。下面根据我多年从业经验和所了解的知

3．观察发光色差：在观察白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

识发表我的见解，也希望跟各同行和客户探讨。

没有出现色差，可用乳白色的亚克力板覆盖在上面就
很容易观察出来了。有无色差是区分白光质量好坏

一、原材料构造及其性能

5．线材辨别：硅胶套内含铜丝多为锡包铜，铜丝纯

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导致价格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1． 芯 片 生 产 厂 家： 主 要 有 日 本 日 亚、 美 国 科 瑞

度高且线体柔软，这个是最好的电线。硅胶套能够抵

之一。一个白光招牌里面，有的地方出现冷白，有

CREE、惠普、欧司朗 (OSRAM) 等一线品牌，二线品

御长时间的氧化，锡包铜也能阻止铜线的氧化和能使

的正白，有的暖白，甚至出现红白，紫白，蓝白等，

牌有晶元、广镓、光磊、广稼、奇美、新世纪、三安等，

线体柔软，铜丝多就可以通过更多电流，不会被大电

看起来斑斑点点的，一致性很差。

这几款芯片是光源封装生产厂家公认性价比较好的

流烧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数一下里面的线芯数量，

芯片，也是最常用的。

常用的为 11 芯、14 芯、15 芯、17 芯、19 芯甚至

4．观看发光角度：同种亮度时角度越大越好，目前

20 多芯线。

角度一般在 160-180 度。角度大的一般需要大芯片制

2．芯片尺寸大小：目前应用广告光源芯片尺寸主要

5．检测制作工艺：可拨开灯的胶壳，首先查看焊锡
点的光亮度、饱满度；其次查看灯脚与线板连接点是
否双面有锡；再就是看线板的厚度和有无虚焊等。目

作的，有些厂家为追求亮度，把角度做到 120-140 度。

前大多数规模小的厂家都是手工焊接，工人的熟练程
度直接影响到品质。最好的检测就是字装好灯后要 8
小时以上不间断老化。

有：9MIL、10MIL、12MIL、14MIL、8*15、9*15、

6．PVC 外壳胶料：比较透明的 PVC 胶料一般是质量

这样就会造成侧面看成花脸 , 如果插灯斜了就会造成

10*16、10*23、9*26 等。同种芯片，尺寸越大，亮

比较好的。有些还要求防紫外线、阻燃、防冻和耐热

错觉有些灯亮或者暗甚至误认为死灯。

度越高，承载力越强，稳定性能越好。

等。如果胶壳弹性不好、透明度不高且带蓝色的就有

理， 就 在 线 板 上 开 个 口 把 正 负 极 分 开。 当 然 有 些

可能是把水口料重复使用或是品质不好的 PVC。

也做防水，采用目前市场上常用三防漆，使用温度

6．检查防水处理：目前有些厂家线板不做防水处

在 -10℃～ 120℃之间，但是胶料要达到高温 200 多

3．封装生产工艺：如果用好的牌子而且芯片尺寸相
同，品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就要选择好的封装厂

二、识别外露灯串质量的办法

度注塑时三防漆基本已经挥发了。这种产品在短时间

家，品质高低不仅要看 LED 封装所用的辅料，如硅胶

只看外观断定不了产品质量，所以还是需要一些简单

内是没问题的，但是时间久了由于冷热温差变化导致

的品质、支架的渡银层的厚度、荧光粉的品质等材料，

的操作来识别一下：

空气中的水份会逐步渗透到线板并会造成对线路板和
元器件腐蚀。可以模拟测试把灯点亮 30 分钟左右后，

而且专业的生产厂家的工艺控制也很重要的。
1．比较灯的亮度和光晕：将乳白色的亚克力板紧贴

拨开外壳可以看 PCB 板上是否有胶水，好的胶水遇热

4．线板质量：LED 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线路板的质

着同数量的外露灯然后缓缓提升小段距离，此间可观

会成拉丝状态。这就可以判定这款防水胶水比较好。

量会对 LED 的寿命产生重要影响。线路板分为铝板，

看灯珠亮度和光晕的大小，有些厂家为提高灯的亮度

玻纤板，半玻纤板，纸板。模组和外露灯厂家一般使

把灯的光晕做小，这样做成大字或插灯和安装时出现

7．查看外壳胶料：现在市场上的 PVC 胶料有些为降低

用的是纸板，半玻纤和玻纤板。

小的偏差时就会出现字的光斑。

价格会出现再生料加上色母生产出来的，特别是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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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干燥情况和是否含腐蚀性更为重要，这种胶料在

1．材料使用不同：注塑工艺主要是要经过注塑成型，

注塑的时候灯具会产生气泡就说明含有水分。还有些

外观比较美观、需要注塑机等设备，适合大规模批量

PVC 胶料含腐蚀性的，时间久了灯的元器件容易被腐

化生产；灌胶工艺可采用公用的外套管，焊好灯插入

蚀，最直接结果就是造成灯脚生锈。目前市场上灯串

PVC 外壳注入胶水便可，不需要注塑机，适合小规模

基本上是不添加抗紫外线和耐寒料的。测试办法是把

生产。

灯放到冰箱里冷冻后又放在微波炉加热，质量差的胶
2．生产工艺不同：注塑工艺主要是要经过注塑高温

六、如何判断全彩灯串品质

成型，对灯珠、IC 及相关元器件的要求都较高。灌

1．看外观：注塑和灌胶工艺都是 PVC 胶料外壳，外

三、外露灯不良情况分析

胶工艺不经过高温生产，只注入胶水便可，对元器件

露灯的 PVC 胶套如果弹性不好、透明度不高的就有可

目前市场上外露灯主要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的损伤较小，对元件质量要求也不高。

能是水口料重复使用或品质不好的 PVC。好点的外壳

料容易脆变和变形。

可以防紫外线、阻燃、防冻和耐热等功能。

1．刚装上去特别的亮，过了两三个月整体慢慢的暗
下来 -- 是灯的电流太大，拨开看灯的电阻值应该在

3．应用环境不同：因全彩系列产品对品质要求都较高。

101 欧或 910 欧。

对产品的效果、寿命、施工、维护等都提出严格的要

2．看胶水：灌胶工艺对所灌的胶水要求较高，不管

求。所以大的技术成熟厂家不管是注塑工艺还是灌胶

是什么工艺都要求做线路板和 IC 灯脚的防水和保护，

工艺质量都不错，而小作坊不管什么工艺都不行。

目前的误区认为既然灌胶了就 100% 防水，其实很多

2．正面看上去很亮，侧面看就成花脸或有些灯特别

的胶水是含水分和有害物质会对元件造成伤害。

亮有些像灯死灯 -- 是灯的角度太小。
4．技术含量决定品质：全彩灯对胶水的硬度以及抗
3．刚装上去是好的，点亮两到三天后就开始不断的

需一条 DAT 数据线传输信号，灰度级别为 256 或更高

老化、抗紫外线、耐低寒耐高温等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3．看防水：注塑的可先看进出线合口是否有胶水，

死灯 -- 是灯珠芯片问题或者是虚焊。

灰度，对信号线和电源要求以及施工要求也较高。

目前很多小作坊因为竞争强而使用价格较低的元器

然后拨开外壳看 PCB 板外面及 IC 灯脚有没有胶水覆

件和材料，这样就使产品不良率高，造成灌胶工艺

盖。灌胶的要看灌的什么胶水，原来用硬胶的反映黄

4．有些灯捏一下就亮 -- 是灯脚与线板焊点虚焊或者

2．全彩灯珠质量：要出现好的丰富的效果，灯珠也

口碑较差。注塑工艺目前成熟的厂家还是比较多的，

变和在天气冷热变化容易出现不良，目前市场上比较

灯珠金线接触不良。

是很重要的，首先要确认灯珠的芯片，尺寸越大，亮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技术要求。所以评判这两种工艺

多用到软胶，软胶里含的水分在冷热变化中也会释放

度越高，承载力越强，稳定性能越好，反之芯片尺寸

的好坏，需要从生产厂家的技术力量来判断，并不能

出来腐蚀元气件。

5．只要一下雨就会发现整体灯明显变暗或者容易烧

小的亮度差且容易死灯；其次要测本批次灯 RGB 亮度

一棍子打死说那一种工艺好与坏。

坏电源 -- 线板没做防水由于受冷热变化线板受潮。

和波段是否一致，特别是黄色和紫色，出现色差的在

4．高低温测试：把灯放冰箱里冷冻层 1-2 小时，再

色彩表现时是会出现偏差和失真。

拿出来放在开水里煮 10 几分钟，然后点亮 1-2 小时

6．大约半年以上就开始不断的死灯 -- 灯脚单面无锡
造成灯脚氧化过孔不通电。

后灭灯 1-2 小时如此重复多次，这样可以测试出灯在
3．生产技术工艺：全彩系列产品因其生产工艺较为

冷热冲击、高温高湿情况下的质量。有些注塑的 PVC

复杂和现场安装及后期维护较繁琐等原因，造成目前

料或灌胶的胶水受高低温变化会影响到元件，其他材

四、全彩灯材料分析

市场对全彩系列产品谈虎色变，很多生产厂家对全彩

料受高低温变化也会产生不良。如果线板没做防水或

1．IC 的选择：全彩系列的 IC 有几十种，不同的 IC

产品也避而远之。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因为多年的生产

太薄可以明显看到灯脚变色、元器件脱焊等情况。

性能、稳定性和价格都不同。目前市场上的 IC 从灰

经验形成自己的生产工艺。

度级别有 32 灰度、256 灰度、1024 灰度和 4096 灰度等。

5．模拟应用现场：把灯串插到字上放在户外太阳可

从信号传输方式分有双线和单线传输两种，双线传输

五、全彩灯生产工艺的区别

以晒到的地方有时间就模拟现实下雨情况，把灯点亮

有 DAT 数据 CLK 时钟两条线传输信号，所以对信号线

全彩系列产品其生产工艺较为复杂，目前常用的注塑

不断的往灯的正反面喷水。1 到 2 个月就可以测出胶

要求较低，但灰度级别一般为 32 灰度。单线传输只

工艺和灌胶工艺。

壳抗 UV 和线板防潮以及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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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6217019 传真：0755-86217029
网址：www.toooo.cn
邮箱：toooo@toooo.cn

深圳市阿里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尾世纪工艺文化广场 E 馆 506
电话：0755-82545800 传真：0755-82545900
网址：www.aleesign.net 邮箱：alee@aleesign.net

深圳柯赛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仙田北路 53 号耀安科技工业园 2 栋 4 楼
电话：0755-33611890 传真：0755-33828060
网址：www.signs-make.com 邮箱 : szcosun@163.com

深圳市残友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雨田路 1 号富莲大厦 1 栋 1 楼
电话：0755-83590283 传真：0755-83942533
网址：www.canyouchina.com 邮箱 : canyou@canyoucn.com

深圳市问道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兴华路 6 号南海意库 2 号楼 306
电话：0755-26857971 传真：0755-83537997
网址：www.wedosign.com 邮箱：wedo_sgin@163.com

深圳市世彬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 28 区裕安二路 404 号 B 栋 1-2 楼
电话：0755-27570389 传真：0755-27570187
网址：www.sbsign.com 邮箱：lsb02060206@21cn.com

深圳市杰之群广告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同乐村同乐部队训练场西侧 6C 厂房
电话：0755-86366748 传真：0755-86366780
网址：www.jzqsz.com 邮箱 : szjzq@21cn.net

深圳市维誉广告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平龙西路 167 号
电话：0755-89382277 传真：0755-2957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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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光晟社区光晟工业园行政楼
电话：0755-27696701 传真：0755-27696702
网址：www.freesigns.cn 邮箱：freesigns@163.com

深圳市金红石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平龙西路 167 号
电话：0755-89531155 传真：0755-29570799
网址：www.rutilead.com 邮箱：zyp26240915@163.com

深圳市云傲照明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旺路 159 号云傲科技园
电话：0755-29407100 传真：0755-29407002
网址：www.yunao-led.cn 邮箱 :info@yunao-led.com

深圳市奇业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光纤小区 3 栋 6 楼
电话：0755-82407399 传真：0755-82444395
网址：www.szqiye.com.cn 邮箱 :4984711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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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引力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沙田社区新康一路 20 号
电话：0755-28799828 传真：0755-89501534
网址：www.yinlisign.com 邮箱 :yinlisign@163.com

深圳市思顿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博伦花园 2 栋 2 单元 2 楼
电话：0755-83806857 传真：0755-82915775
网址：www.sidon888.com 邮箱 : sidon88@126.com

深圳市万百纳标识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李朗平吉大道 3 号汇富工业区 106 号
电话：0755-29806380 传真：0755-89394840
网址：www.wanbaina.com 邮箱 : 376330808@qq.com

深圳市艺图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路 9 号 2 栋
电话：0755-89608790 传真：0755-84191926
网址：www.artusign.com 邮箱 : 286982946@qq.com

深圳市高建明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水斗老围河边工业区 1-2 栋
电话：0755-28065238 传真：0755-28065238
网址：www.hkgj.cn 邮箱 :83336236@163.com

深圳市艺轩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华建工业大厦西 4 楼
电话：0755-82418619 传真：0755-82472022
网址：www.szyixuan.com 邮箱 : szyixuan@21cn.net

深圳市华村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大庆大厦 7 楼
电话：0755-82984668 传真：0755-82984119
网址：www.szhuacunbs.com
邮箱 : huacun@szhuacun.com

深圳市三源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大道聚汇工业园 4 栋 4 楼
电话：0755-23441551 传真：0755-23407881
网址：www.sycled.cn 邮箱 :sycled@126.com

深圳市新领域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爱联嶂背路 214 号
电话：0755-28995580 传真：0755-89250296
网址：www.xinsign.com 邮箱 :xinsign@163.com

深圳市五形图标识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一路世外桃源创意园 C 栋 208
电话：0755-86573255 传真：0755-86573258
网址：www.wxtsign.com 邮箱 : szmz222@163.com

深圳市联合拓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茅洲河工业区杰达螺丝厂内
电话：0755-29952258 传真：0755-29952292
网址：www.sz-tof.com 邮箱 :Sunrende2@126.com

佛山市鑫全利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黄圃居委会工业区创业路 13 号首层之六
电话：0757-23619000 传真：0757-23619150
网址：www.qlsk.cn 邮箱 :WXF138138@126.com

深圳市尚观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园路坂田手造街 2 期 3 号门 4 楼
电话：0755-29676981 传真：0755-89976961
网址：www.0755sign.com 邮箱 :29676611@163.com

广州市伟圣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东线大道北排 45 号之六 2 号厂
电话：020-39299318 传真：020-39299218
网址：www.gzwssy.com 邮箱 :13926012698@139.com

深圳市航家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第三工业区 5 栋
电话：0755-81481112 传真：0755-84195040
网址：www.hjsign.com 邮箱 : hjsign@163.com

深圳市广浩威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福永新和福园一路天瑞工业园 A2 栋一楼 A
电话：0755-27926001 传真：0755-85276656
网址：www.ghwcnc.com 邮箱 :353915388@qq.com

深圳市柏诚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 溪头社区第一工业区一路 10 号
电话：0755-84193817 传真：0755-84192523
网址：www.szbc-sign.com 邮箱 :1151602959@qq.com

深圳市大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3838 号设计产业园 H 栋 3A 层
电话：0755-83548332 传真：0755-86644361
网址：www.dalue.cn 邮箱 :929728058@qq.com

深圳市捷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深圳软件园南山孵化基地毅哲大厦 1402
电话：0755-88848109 传真：0755-26526683
网址：www.jawave.com 邮箱 :market@jawave.com

深圳市真丰彩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荷坳桂坪路 68 号
电话：0755-28575058 传真：0755-28573300
网址：www.szjfc.com 邮箱 : shzhhj@126.com

深圳市海力创商业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蛇口兴华路 6 号南海意库 2 号楼 503
电话：0755-29558306 传真：0755-29558310
网址：www.szseapower.com.cn 邮箱 :wxb3000@126.com

深圳市字工场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西社区大发工业区 2 栋 4 楼
电话：0755-84669990 传真：0755-88296663
网址：www.ledzgc.com 邮箱 : Ledzgc@126.com

深圳市思维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雅园路万科第五园别墅竹清坊 D102
电话：0755-26628337 传真：0755-83987680
网址：www.swiftsign.cn 邮箱 : swiftsign@126.com

深圳市广天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桂花工业区一号 A 栋 1,2 楼
电话：0755-29739593 传真：0755-29739593 转 805
网址：www.topdiaokeji.com 邮箱 : ghx22px@126.com

会员目录 71

深圳市远航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锦峰大厦 3091/3123
电话：0755-28520971 传真：0755-28546559
网址：www.yhsign.com 邮箱 : yhsign@163.com

壹玖柒陸（亞洲）設計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安大道 3234 号 3F
电话：0755-85280655 传真：0755-29740655
网址：www.1976sign.com 邮箱 : signage1976@163.com

深圳市金泰来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新田第十越兴科技园 F 栋 1 楼
电话：0755-23118501 传真：0755-23118501
网址：www.szjtl.net 邮箱 : jintailai2002@126.com

深圳市中大亿寅照明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东周工业区 6 栋
电话：0755-27406281 传真：0755-27408760
网址：www.cl-led.com 邮箱 : andyling@cl-led.com

杭州中航标识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路 2 号元谷创意园 3-101
电话：0571-89024038 传真：0571-85022860
网址：www.cnhsign.com 邮箱 : 414385506@qq.com

深圳市艾米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 F518 时尚创意园 F14 栋 4 楼
电话：0755-26090131 传真：0755-29558180
网址：www.amy888.com 邮箱 : ximing319@163.com

深圳市俊霖有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镇大窝村龙英发工业区五栋
电话：0755-89539378-606 传真：0755-89539378-603
网址：www.acrylicgroup.cn 邮箱 : Junlin828@126.com

深圳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新社区宏发佳特利高新园 2 栋 2-5 楼
电话：0755-89482801 传真：0755-89482802
网址：www.ledlamps.com.cn 邮箱 : 475045712@qq.com

上海永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九亭涞寅路 1881 号 5 号楼 1 楼
电话：021-67697215 传真：021-67697819
网址：www.sunben.tw 邮箱 :Jack_wu@urbanee.com

烟台开元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 172 号
电话：0535-6222900 传真：0535-6226091
网址：www.kybp.com.cn 邮箱 : new_kaiyuan@sohu.com

深圳市瑞海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雅园路万科第五园别墅竹清坊 D102
电话：0755-83749958 传真：0755-83749978
网址：www.rehogroup.com 邮箱 : 189363648@qq.com

深圳市惠美奇新照明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明金海第一工业区 C 栋 5 楼
电话：0755-27656383 传真：0755-27656130
网址：www.signled.com.cn 邮箱 : sales@signled.com.cn

深圳市精瑞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107 国道沙井金裕达工业园 1 栋 3 楼
电话：0755-23469605 传真：0755-29664596
网址：www.jrsign.com 邮箱 : 254264049@qq.com

深圳市镁刻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城五金区 M10 栋 117
电话：0755-27959704 传真：0755-27959876
网址：www.make2009.com 邮箱 : hy_xr@yahoo.com.cn

深圳市动力组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A2 栋 502
电话：0755-83264561 传真：0755-83264521
网址：www.szdlz.com 邮箱 : power_dc@163.com

深圳市雷达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水斗新围村后山工业欧 4 栋 1-2 楼
电话：0755-61550391 传真：0755-61550318
网址：www.szldgg.com 邮箱 : szldggkf@163.com

深圳市创美标识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新区民宝路淘景商务大厦 1901
电话：0755-29829375 传真：0755-29829376
网址：www.cgsignv.com 邮箱 : cgs_sign@126.com

深圳市升阳升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常兴路国兴大厦 8 楼
电话：0757-26530097 传真：0757-26530083
网址：www.szsysad.com 邮箱 :szsysgg@126.com

深圳市东聚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东环路 148 号升光工业园 F 栋
电话：0755-29309165 传真：0755-29305670
网址：www.dongjusign.com 邮箱 : Dongjusign@163.com

深圳市新视力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D1 栋 2A 单元
电话：0755-86001899 传真：0755-86001278
网址：www.tianlilai.com 邮箱 : 286557739@qq.com

深圳市澳腾益展览展示策划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珠大道北梅州大厦 1305
电话：0755-86094427 传真：0755-86094732
网址：www.audel.com.cn 邮箱 : 414314949@qq.com

河南领跑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政七街省汇中心 B 座 1206 室
电话：0371-65702699 传真：0371-65702599
网址：www.chinasigns.com.cn 邮箱 : lpsign@126.com

深圳市奥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澜路甘李工业区巨银科技工业园 D 栋
电话：0755-88869818 传真：0755-28373046
网址：www.ahlaser.com 邮箱 : ahlaser@ahlaser.com

重庆中恒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 2 号同创国际 6-31-1
电话：023-67722960 传真：023-67722960
网址：www.sjztdbs.com 邮箱 : 13183654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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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天道标识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发区和平东路 558 号（标识基地）
电话：0311-89897596 传真：0311-89897595
网址：www.sjztdbs.com 邮箱 :shengjingahui@163.com

深圳市海晨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戌沙边城东工业区 1 栋
电话：0755-82590180 传真：0755-61624187
网址：www.szhc2008.com 邮箱 :200845108@qq.com

深圳市全方位廣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六约社区富发街 8-1 号 1-2 楼全层
电话：0755-83404443 传真：0755-83411994
网址：www.signaxis.com 邮箱 :singnaxisad@gmail.com

深圳市天策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蛇口兴华路 6 号南海意库 1 栋 302 室
电话：0755-86693101 传真：0755-26694806
网址：www.tianceidea.com 邮箱 :suyeitm@126.com

深圳市品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山庄 D3 栋
电话：0755-82410583 传真：0755-82410583
邮箱 :594605687@qq.com

佛山南海虹霸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C 区骏业南路 15 号
电话：0757-81200188 传真：0757-81200369
网址：www.hongba.cn 邮箱 :hyrite@china.com

深圳市三多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虚拟大学园 A501
电话：0755-26509393 传真：0755-26509393
网址：www.oecbrand.com 邮箱 :oec2000@163.com

深圳天标数字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东环路 376 号（新沙路与东环路交叉口）
电话：0755-89250283 传真：0755-89250281
网址：www.njtbbs.com 邮箱 :800036705@qq.com

深圳市上城美域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创意园手造文化街二期 4F088-128
电话：0755-86583866 传真：0755-89484166
网址：www.umdsign.cn 邮箱 :umd_sign@163.com

深圳市自由空间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摩尔城 A 座 1704
电话：0755-28372180 传真：0755-28372180
网址：www.dcg.hk 邮箱 :732300186@qq.com

深圳市琢典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工业城一路 2 号 4 栋
电话：0755-26798495 传真：0755-26798495
网址：www.zhdsign.com 邮箱 :423265954@qq.com

广州市鲜度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166 号之三富盈国际大厦 819
电话：020-89577485 传真：020-89577485-18
网址：www.sido.cn 邮箱 :mail@sido.cn

大连佳一标牌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21 号 B-2
电话：0411-87629455 传真：0411-87505511
网址：www.dl-jiayi.com 邮箱 :jiayibiaopai@163.com

深圳市佳丰华标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布吉镇吉华路 260 号泰昌工业区 1 栋 1 楼
电话：0755-89974695 传真：0755-28801699
网址：www.jiafenghuasz.com 邮箱 :jiafenghuansz@163.com

深圳市群青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乐安居大厦 310 室
电话：0755-82500271 传真：0755-82055919
网址：www.designsign.cn 邮箱 :Lixt138@163.com

深圳市西利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美景工业苑 3 栋 2 楼
电话：0755-83435678 传真：0755-83435799
网址：www.xilisign.com 邮箱 :szzyh@xilisign.com

包头市大唐标识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广告产业园区 C 座 307 号
电话：0472-2612681 传真：0472-2612681
网址：www.dtsign.cn 邮箱 :247101776@qq.com

大连海科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姚家姚北路 126 号
电话：0411-39829175 传真：0411-39079262
网址：www.hico.com 邮箱 :1790977476@qq.com

您的存在，成就辉煌！
...... 期待更多标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