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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标识的引入：原则

根据产品的性��尺�和复�性，模块化标牌提供了广泛的解决方案�

通过宣传促进分类手势的标牌:
如�必要，需要在将�同的u装元�放入分类箱之前将它们分开�

通过右侧分拣箱的颜色�码进行识别： 绿色�玻璃 黄色��他u装元素�

通过文本�象形�或两者兼而�之的简单解释�

可选突出显示排序指�扩展的好处�

无文字的方案可�多��t�

实施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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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标（玻璃容器）

可选鼓励语�:可选提示:
Séparez les éléments avant de trier 

1. 新标牌的介绍：变化

f庭生活�圾桶��是任何u装的回收目的
地，��需要指定材料�

自 ���� � � ��来，绿
点��是强�性的� 
���� �的法律规定禁�
使t它

��需要参考当地的分
类说明

识别合适的分拣箱 黄色标记（所��他u装）

��91�� 标志的使t是
强�性的 通过文字�象形��两者或解释性�子识

别u装元素

这��化和分类说明的简化是通过�门t于分类和处理生活�圾的工厂的逐步��化实�的� 迄今��，覆盖了超过 �3
% 的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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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遵守的图形章程规则

Triman标志
所�提议的格式的设计均符合 ��010 定义的标牌章程的要求� • 可选分拣信息字体：Helvetica

Neue 77 Bold Condensed
• 可选分拣信息字体： 

(Séparez les éléments avant de trier): 
Helvetica Neue 67 Medium
Condensed Oblique

• 保护区域的索引�圆角厚度乘� �
• 确保字母轴的厚度�小于 ��� 毫米�
• 无论使t何种配置和格式，请确保文本大小始终大于或等于 � ����

空间必须始终没�任何影响
元素可读性的可能� 

10mm 6mm

标准格式 紧凑格式

保护区 

排版

当背��到�扰时，该区域
t作白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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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式类型：标准、紧凑

2 可供选择的格式：标准或紧凑
• �决于元素的数量�
•  根据尺�限��
•  根据形状约束�

模
块
板

*

   «带�标语 Le tri plus facile »

*模块板仅适t于多个循�目的地的情况

标准 紧凑

标准：如果u装�的可t空间允许，这是优�使
t的参考格式� 它可�放大� 

紧凑：这是空间�限时使t的格式� 它无法缩小
，因�它是t � 毫米高的 ����a� �造的，这是 
��6�6 授�的最小尺��

带�标语« L� ��i pl�� �acil� » 没�标语 没�标语

水
�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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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盒子类型: 水平

 � 可读性框的高度：/� 毫米（�� 毫米，带�
可选基线）�）�

� 在放大的情况�必须遵守比例�

� 然后，所�元素都在标题栏的空白区域
中��学方式居中�

标准（优�使t）

 � 元素（象形�和�或文本）：�� �方毫米
（如果单词很长，可�放大�避免断字
）�

紧凑型（可t空间�限）
� 可读性框的高度：� 毫米（���� 毫米，可选
基线）�
� 元素（象形�和�或文本）：��� 毫米高的矩
形�

标准 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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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盒子类型：立式

标准（优�使t）

. 可读性框的宽度：/� 毫米或 88 毫米，带�可
选的标语� 带可选基线：/� 毫米或 8� 毫米带
标语�
. 元素（象形�和�或文字）：/� �方毫米�

标准 紧凑

紧凑型（可t空间�限）
. 可读性框的宽度：� 毫米或 // 毫米，带�
可选的标语� 使t可选基线：从 /3�� 到 /��� 
毫米或从 /��� 到 /��� 毫米，带�标语�
. 元素（象形�和�或文本）：��� 毫米高的矩
形�

� 在放大的情况�必须遵守比例�
� 然后，所�元素都在标题栏的空白区域
中��学方式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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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盒子类型：块状（仅适t于多目的地u装）

标准 紧凑
标准（优�使t）
. 可读性框的宽度：8��� 毫米或 �/�� 毫米，可
选标语  
. 元素（象形�和�或文本）：/� �方毫米（如
果单词很长，可�放大�避免断字）�

紧凑型（可t空间�限）
. 可读性框的高度：/��8� 毫米或 /��8� 毫米，
可选基线�
. 元素（象形�和�或文本）：��� 毫米高的矩形
�

� 在放大的情况�必须遵守比例�
� 然后，所�元素都在标题栏的空白区
域中��学方式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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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呈现：文字、象形图

+文字  �标

u装物品可�� 4 
种�同的方式呈�

目的地可�通过两种方式呈�

文字 �标

解释
语�

�标 文字+�标

�于由 � 个或更多元素组�的u裹，可�通过注明�
.1�����g0��而�单独引t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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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5. 信息的呈现：象形图的设计
可t的象形�
�表大多数��u装（食品和非食品）的象形
��可供您使t� 

创建自定义象形�

如�必要，您可�设计�的u装象形�� 在这
种情况�，�遵循��规则：

 • 象形�必须t线��，最好使t最多 � 层粗线
（粗线t于�要外部轮廓，细线t于内部细节
），

 • 象形�必须完全按轮廓或等距 �� ��，

 • 设计必须适合 �� / �� 毫米的�方形，并�整
个事物必须适合 �� / �� 毫米的�方形，旋转呼
吸裕度� ��� 毫米�

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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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颜色代码

所�版本，�或没� "Le Tri + Facile", 提供彩色或单色，由生产商自行决定� 

颜色

玻璃u装 非玻璃u装 混合u装：玻璃+�通u装

单色

背��t
必须始终�能够保证背�良好可见度的版本�t
标牌�

必须完�标识的复�：

• 在��工艺允许的情况�采t直接 Pan�on�®色调，

• 在 �MYK 四色处理中，当无法进行直接色调打�时，

• �G� 颜色供屏幕使t（网络�视频��t程序�办公自动化等）� 当彩
色��在技术��可行时，标识必须�您选择的单色�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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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适合出口的标牌

由于�多��选项，可�添��他�f�地区的排序规则�
• 最好选择没�文字的版本�
• 增�相关�f的首字母�

排序规则相同时的示例 排序规则�同时的示例

供您参考：意大利�葡萄牙和�洛文尼��在考虑在�强�规定格式的情况�
�u装强�执行分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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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可选指示：激励标语和分离声明

可选的激励标语

这种可选的激励措施可�指出将分拣说明扩展到所�u装�消费者带来的�化和好处：手势的简化� 它被视�一种激励
并提供服��值�

可选分类说明

可�强调分离各种u装组��促进回收的重要性� 墨盒�方的完
整字样强化了这一信息�

 �一方面，�于某�u装，建议�要鼓励分离，例如：�将瓶盖留
在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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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殊情况：豁免或变体

建议在玻璃饮料瓶�贴� ��91�� 标志和�标志，但�是强
�性的

-最大的面或整个表面在 �� 到 �� �1² 之间
- 没��他的文�

-u装的最大边或整个表面小于���1²

�于 </3 ��² 的表面
在��情况�，标志�是强�性的，但必须�非物�化格式提供：

适t于 /3 至 83 ��² 的表面
u装必须带� ����a� 但��全球标志的影响，前提是后者在��情况
�被非物�化：

t于玻璃饮料u装 . �G9� 法第 /� 条

在 838� � � � � 日之后，旧的分类标志�能�使t�必须

将�拆除或更换��的标志

��潜在�险和�易燃产品（但
�u括 ���）的特殊u装

-没��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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