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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我们的品牌指南 

‘‘ 很明显，救助世界上的儿童绝非不可能之事，除
非我们拒绝尝试救助儿童。 

’’  

埃格兰泰恩·杰布  

欢迎阅读新的救助儿童会全球品牌指南。本指南旨
在给大家提供激励和指导，以便帮助你们将救助儿
童会发展成为强大的全球品牌。 

我们的新品牌定位 – 基于我们“尽救助儿童会所能”
的承诺 – 着眼于帮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目标受众建
立牢靠的情感纽带。 

我们的新视觉形象标识就构建在这个基础之
上。它旨在体现我们品牌的新含义，并加强目
标受众对本机构及其宗旨的认知。 

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全球品牌将使我们能够作为同
一股力量进行沟通，发出同一个声音来吸引更多的
人。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惠及更多的儿童 - 挽救
儿童的生命，并且让他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潜力。 

在下文中，您可以找到与我们全新的全球品牌定位
有关的所有信息，以及如何将我们的新视觉形象标
识应用到我们的各种交流材料中。 

利用本指南，您可以帮助救助儿童会品牌发展成为
全球公认的改善全世界儿童生活状况的力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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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牌转盘 

1. 
我们的信念 

我们坚信每名儿童都有权享有美好的未来，必须尽一切

努力保障他们的生命、话语权和发展潜力。 

3. 
我们的使命 

推动全社会在对待儿童方

面取得突破性的进步，为

儿童的生活带来及时和持

久的改变。 

2. 
我们的愿景 

一个所有儿童都能享

有生存、保护、发展

及参与权利的世界。 

4. 
我们的价值观 

负责 

抱负 

合作 

创新 

诚信 5. 
我们的历史 

1919 年，救助儿童会由埃格兰泰恩•杰布

女士创立，初衷是为了救助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受灾的儿童。1924 年首次倡导儿

童的各项权利。唯一一家获准重返越南开

展工作的独立非政府组织。2014 年在抗

击埃博拉病毒的前线开展工作。如今在六

个大洲的 120 个国家开展工作。 

10. 
我们的个性 

富有同情心  

勇气十足  

开创精神  

直言不讳 

9. 
我们的行为模式 

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事。我们

毫不妥协地为儿童谋求福

利，从而产生切实的影响。

我们时刻准备好展开行动，

勤恳努力，坚持不懈。 

6. 
我们的不同之处 

我们保持绝对的独立性。我们为儿童

设定了宏伟的目标。我们以儿童为中

心的工作方针侧重于关切儿童的方方

面面，特别是弱势儿童。我们的专业

工作人员给儿童提供切实的“实地支

持”，进而产生显著影响。  

8. 
我们的目标受众 

有孩子的家庭 

7. 
我们的优势 

健康、教育和保护。在每一天和

在危机情形下，我们在面临身心

困境的情况下为儿童开展工作，

努力为儿童的生活促成即时而持

久的改善。 

我们的承诺 

我们尽一切努力救

助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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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驱动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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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念 

我们坚信每名儿童
都有权享有美 
好的未来，必须尽
一切努力保障他 
们的生命、话 
语权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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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一个 
所有儿童 
都能享有 
生存、保护、发展
及参与权利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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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推动全社会在对待儿童方
面取得突破性的进步， 
为儿童的生活带来 
及时和持久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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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机构价值观 

创新 

我们接纳和鼓励创新

的理念，与儿童一起

探索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 
 

抱负 

我们要求我们的员工制定

远大的目标，并致力于改

进我们为儿童所做的一

切。 
 

诚信 

我们坚守最高标准的诚信

和自律，坚决捍卫我们的

声誉，永远以儿童的最大

利益为本。 
 

合作 

我们尊重彼此的价值观，鼓

励多元化，与合作伙伴携手

合作，共同凝聚全社会的力

量改变儿童的生活。 
 

负责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善用

资源，并用得其所，对我

们的支持者及合作伙伴负

责；特别是对儿童负责。 
 

救助儿童会的工作秉承
这些价值观。它们体现
在我们的久远历史和工
作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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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证据 . . .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我们的品牌定位  品牌转盘    12  

我们的历史 

在每一天和在
危机情形下救
助儿童 

我们的历史始于 1919

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

刚刚结束，埃格兰泰恩•

杰布女士在伦敦创立救助

儿童基金会，不久以后发

展成为第一项全球性儿童

权利倡导运动。 

二十世纪 40 和 50 年

代，我们的工作领域扩

展到教育和农业项目以

及法国、荷兰、意大

利、西德、奥地利、芬

兰、希腊、黎巴嫩和韩

国. 

儿童理应享有
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 

1940 年，救助儿童会引

入儿童助养模式，以帮

助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

折磨的儿童。 

直言不讳的儿童福利

倡导者杰布起草了

《儿童权利宪章》，

1924 年，该宣言在国

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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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 

1960 -1979 1980 -1999 

1969 年，救助儿童会

在非洲的首个实地办公

室在坦桑尼亚开设。  

作为一家独立于政府和

宗教的机构，救助儿童

会是第一个被获准在西

贡沦陷后返回越南开展

工作的国际援助组织。 

扩展到六个大洲
的 120 个国家 

尽一切努力，
不论要花多长
时间 

救助儿童会处于全球减少

母婴死亡运动的前列，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了全

面的儿童生存项目。 

1963 年，救助儿童会

在拉丁美洲的首个实

地办公室在哥伦比亚

开设，重点开展社区

项目。 

1989 年通过的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以埃

格兰泰恩•杰布女士的儿

童事业愿景为基础，成

为历史上最广为认可的

人权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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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 

开拓有效的
以儿童为中
心的解决方
案 

2010 年，全球各地的救

助儿童会组织整合为一项

全球性运动，致力于改善

儿童的生活和所有人的未

来。 

让儿童有最佳
的机会来争取
光明的未来 

救助儿童会的独特项目

将创新方案投入大规模

应用，从而最大限度地

惠及儿童。 

促进儿童健
康、教育和保
护 

哪里有儿童面临生命威

胁，就会有我们奋斗的身

影；我们在 2014 年抗击

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展现

了我们的勇气和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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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不同之处 

我们保持绝对的独立性。
我们为儿童设定了宏伟 
的目标。我们以儿童为 
中心的工作方针侧重 
于关切儿童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弱势儿童。我们 
的专业工作人员给儿 
童提供切实的“实地 
支持”，进而产生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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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不同之处 

我们的不同之处 证据 

我们在救助儿童方面拥有丰富的

经验 

我们的工作围绕为儿童提供切实

的“实地支持”展开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开展多种

多样的救助工作 

我们为儿童设定了宏伟的目标 

我们的工作旨在产生显著而持久

的影响 

我们保持绝对的独立性 

我们已经为儿童奋斗了将近一百

年 

我们在六个大洲的 120 个国家开

展儿童项目工作 

我们努力帮助所有儿童，包括赤

贫儿童和边缘化儿童 

到 2030 年，我们将确保： 

• 没有一个儿童在 5 岁生日之

前，死于可预防疾病 

• 所有儿童都可以接受高质量的

基础教育 

• 针对儿童的任何暴力都不被容忍 

 

我们的独特项目以证据为基础，可

推广，可扩大，具有可持续性，并

且可以给儿童带来积极的成果 

我们是“非政治”、“非宗教”性的组

织。我们的所有工作均着眼于促进

儿童的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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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健康、教育和保
护。在每一天和在
危机情形下，我们
在面临身心困境的
情况下为儿童开展
工作，努力为儿童
的生活促成即时而
持久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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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受众 

有孩子的家庭 

我们的全球目标受众是有孩子的家

庭，包括父母、祖父母、叔伯姑舅姨 

– 这些人都能帮助在他们自己的孩子

与我们救助的孩子之间建立个人联

系。 

对于我们的受众来说，给予的好处体

现在情感方面。他们能从给予中获得

深深的个人满足感，还能与其他人建

立个人联系。 

我们的受众参与到品牌宣传中，渴望能

真正促成变革。他们对整个世界充满了

希望 – 从出生开始，包括更好的生存，

这种希望贯穿着整个童年期。 

他们坚信所有孩子都应获得平等机

会，但对世界的未来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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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受众 续 

有孩子的家庭 
 

品牌亲和力的推动因素都很强大、生动

且令人兴奋。对于儿童组织的品牌而

言，关怀也很重要。 

积极的、强有力的语调能引起最好

的共鸣，细微差别在于： 

• 斗志昂扬 

• 充满热情 

• 坚持不懈 

• 坚定不移 

同时又不失： 

• 头脑冷静 

• 从容不迫 

最能引起受众共鸣的理念在于

救助儿童会致力于为儿童的未

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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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下列途径展示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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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为模式 

我们踏踏实实地做
事。我们毫不妥 
协地为儿童谋求福
利，从而产生切实的
影响。我们时 
刻准备好展开行 
动，勤恳努力，坚 
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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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个性就是我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 

 

富有同情心 

勇气十足 

开创精神 

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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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同情心 
我们对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深表同情，特别希望能采取行动减轻他们

的痛苦。 

• 

• 

• 

•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从我们对孩子的关心出发。 
我们携手工作，我们紧密相连，我们直视儿童。我们充满热情地面向边
缘化的儿童开展工作。 
我们心系儿童的疾苦。我们尽一切努力救助儿童。 

启迪 

各种要素的汇聚和互动。 

真正的情感联系。 

从实事求是、切身体会的视角出发。 

亲切而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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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十足 
我们充满信心、决心和勇气面对危险、恐惧和困难。 

英勇无畏 

启迪 

• 

• 

• 

我们在面对危险、反对或困难时勇气十足。 

我们不会退缩。我们英勇无畏。我们坚持不懈。我们不遗余

力。 

并非因为我们有勇无谋，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需要勇气

和决心改变孩子们的生活。 

强烈的色彩和充满信心的图形。 

勇敢、无畏和稳健的设计给人一种承诺和力

量的感觉。 

亲力亲为，调动人和环境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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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精神 
就像我们的创始人那样，我们创新和开发新的思维模式和

技术，可以无处不在地改变儿童的生活。 

我们的创始人是一个先驱。她挑战习俗，改变观点，为世界上最边缘化

的儿童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 

今天，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我们都在将她的精神发扬光大，始

终谨记超前思维，在照顾和保护儿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启迪 

• 

• 

• 

• 

生机勃勃的正面图像给人运动感和聚焦感。 

一种动态的、定向能量的感觉。 

智能和随机应变的设计方案。 

色彩的温暖和深度传达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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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 
我们坦率、自信和勇敢；我们捍卫重要的事情，敢于

说出需要说的话。 

尽一切 
努力 

我们从来不会回避真相。我们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需

要做什么才能产生相应的影响。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语言的力量，寻找新沟通方式的必要性，以及

充分利用我们的发言权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这些可以给心声可能未被倾听

的人带来真正的、积极的变化。 

启迪 

• 

• 

• 

• 

影响深远和直奔主题。 
充满信念和信心地说出来。 

意料之外的设计方案。 

不惧挑战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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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所基于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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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承诺 

我们 
尽一切努力 
救助儿童 

来源：Sultan Kitaz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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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品牌历史 

我们的品牌历史是我们品牌定位的内部表述，它构成了我们的宣传讯息和视觉形象标识的基
础。 

所有儿童都应当获得最佳的机会来争取光明的未来。因此，我们尽力确保儿童不
仅能生存，而且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基于宏伟的目标和强烈的关切，我们尽一
切努力挽救世界各地的儿童。 

在本国和世界各地，救助儿童会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 – 在每一天和在危机情形

下。我们的开创性项目致力于满足儿童的独特需求，帮助儿童获得健康的身心、

学习的机会和安全保护。在危机情形下，我们始终是最早伸出援手、最后离开的

机构之一。我们直言不讳地倡导儿童权利，确保他们的心声得到倾听、他们的问

题备受重视。利用我们长达一个世纪的先进经验，我们积极应对边缘儿童群体面

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 特别是那些无法受益于人类进步的儿童。  

作为全球领先的儿童事业专家，我们倍感自豪，努力为数百万名弱势儿童缔造

持久的成果。 

通过救助世界各地的儿童，我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有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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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品牌表述样板 

我们的品牌表述样板是对外表述我们品牌历史的文字。 

推荐采用官方表述样板，但是根据需要也可以选用精简版本。 

官方版本 

救助儿童会坚信每名儿童都有权享有美好的未来。在 [国家名称] 和世界各

地，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帮助儿童获得健康的身心、学习的机会和安全保护。

在危机情形下，儿童最为脆弱，我们始终是最早伸出援手、最后离开的机构

之一。我们努力确保儿童的独特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他们的心声得到倾听。我

们致力于持久地改善数百万名儿童的生活状况，包括最边缘化的儿童。 

在每一天和在危机情形下，我们都尽一切努力帮助儿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

况和所有人的未来。  

精简版本 

救助儿童会坚信每名儿童都有权享有美好的未来。在 [国家名称] 和世界各

地，我们努力帮助儿童获得健康的身心、学习的机会和安全保护。在每一天

和在危机情形下，我们都尽一切努力帮助儿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有

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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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视觉 
        形象标识 

我们创造了许多独特的设计
元素，它们共同构成鲜明的
救助儿童会视觉形象标识和语
气。 

32  概览 

34  徽标 

40  色彩 

43  “救助”圆环 

46  图像 

61  语气 

69  字型 

77  版面原则 

85  图标和图表 

91  联合品牌 

93  产品和活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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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我们的设计元素 

徽标 图像 

“救助”圆环 

字体 

标题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所有其他文字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   加粗   常规 倾斜    加粗 倾斜 

标题和徽标框示例 

色彩 

主色调 语气 

我们的语气以保护目标

受众为导向。 

图标和图表 

25%        20%
 

NO PROGRESS          COMPLETED 

54%
 

INCOMPLETE 
PROGRESS  

23%    46%    58%    89%
 

89% 项目服务 

6% 筹资 副色调 20%
 

4.6% 管理和日常运作 

89%
 

 

 徽标在标题右侧  徽标在标题左侧 
对齐    对齐 

 

徽标跟在标题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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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关键原则 

如何运用我们的设计元素 

“救助”圆环 第 43 页 标题框 第 70 页 

• 令标题在图像上显得突出并且与主题联系起

来。 

• 可确保充分的易读性。 

• 

• 

• 

我们最为独特的资产。 

可加强图像的感情色彩。 

纯红色。 

字型 第 69 页 

A FRESH START • 标题采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字体，大写或者遵循句子大小

写规则。 

位于标题框内。 

所有其他文字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字体。 

语气 第 61 页 
和图像 第 46 页 WHEN YOU HAVE • 可吸引人的关键元素 

 

讯息叠加在图像之上，与

图像联系起来。 

LOST EVERYTHING • 

• 
• 

For refugee children 

who’ve fled terror at 

home, water is life. 色彩 第 40 页 

• 

• 

红色是我们的特色。 

红色渐变背景可造成深

邃和温暖的氛围。 

我们的主色调以红色

和白色为主，外加少

许黑色。 

• 
边框 第 77 页 

• 白色边框使得版面更突出。 

• 与图像、“救助”圆环和红色渐变背景结合起

来，形成叠加的元素。 

徽标 第 34 页 

• 

• 

使用我们的新徽标。 

放置在标题之后以便发起行

动呼吁，或者放置在主题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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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最新的救助儿童会徽标有了新的文字标
识。 

请务必采用新的徽标样式。 

始终采用图样文件中提供的完整的徽标（包括品牌标

志和文字标识）。 

切忌自行重绘、重新编排徽标或变更其颜色。 

彩色正片样式的、水平放置的徽标 

品牌标志 文字标识 

不要 

不要使用旧版的文字标识 – 举例来说，注意区分
“ɑ”（新版采用）和“a”（旧版采用）。 

不要使用旧版的文字标识 – 各国家办公室
的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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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版本 

推荐的版本 
彩色正片样式的、水平放置的徽标是推荐的徽
标，应当尽量采用此版本。 

空白区域 最小尺寸 

40mm 或
120px 

• 水平布置的徽标的最小尺寸

为 40mm。 

针对数码显示 

• 徽标周围的区域称为徽标空白区域，
在此区域内不得有其他图形元素，例
如字型。 

徽标的空白区域由“the”里面的

“t”界定。 

徽标可以叠加在图像上面，但是不要

让空白区域位于图像的繁杂区域上。 

• 
• 水平布置的徽标的最小尺寸为

视网膜显示屏的 120 像素

宽。 • 

个别情况下方可采用 仅限特殊情况下采用 • 如果采用彩色正片样式，水平布置的徽标

难以辨认，则可以采用下面的版本： 

彩色负片：当“彩色正片”徽标难以辨认时

采用。 

白色负片：当任何彩色版本均难以辨认时

采用。 

黑色负片：当无法使用彩色版本并且白色

样式徽标难以辨认时采用。 

• 若要使用上下堆放的徽标，必须经由

地方品牌主管审批。 

上下堆放的徽标版本的最小尺寸

为 15mm。 

• 

彩色负片 

针对数码显示 

• 上下堆放的徽标的最小尺寸为视网膜

显示屏的 60 像素宽。 

注意：只能用在细高的竖直广告条中

（120x600px 和 160x600px） 

15mm 或
60px 

最小尺寸 
白色负片 

空白区域 

此处显示的灰色只是为了举例说
明，为的是让徽标易于辨认。 

• 这是徽标的上下堆放的版本。 

• 仅在特殊情况下有必要将徽标置于方

形区域内时才使用上下堆放的版本。 

网站图标 

• 最小尺寸为 16x16 像素 

黑色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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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经审批的翻译版本 

对于所有成员机构和项目而
言，通常采用英文版徽标。 

如果您需要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

流，可以使用经审批的徽标翻译

版本。需要使用徽标翻译版本的

情形可能包括： 

默认的徽标采用英语 

• 你们的受众不认识英文。 

在本国使用英文可能会给救

助儿童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

响。 

你们一直以来都在使用和

宣传经过翻译的名称。 

• 

翻译版本示例 • 

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徽标的翻

译版本。 

上面显示的徽标是在瑞典采用的版本。 

已经更新为新的文字标识以匹配英语版

本。 

如果你们希望制作徽标的翻译版本，请

联系 

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mailto: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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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位置 

徽标始终应当放在突出的位
置上。我们为我们的徽标感
到自豪。 

应当放置在标题之后，以便发起行动

呼吁，或者放置在主题之前。 

水平方向的对齐方式 

如果徽标在标题下面，则应当与标题

底部左对齐或右对齐。 

如果徽标在标题上面，水平方向的对

齐方式可灵活掌握，如下图所示。 

徽标在标题下面 – 左对齐或右对齐 

徽标在标题右侧 
对齐 

徽标在标题左侧 
对齐 

右对齐 左对齐 

• 徽标位于标题下方或者上面。 

（当上下空间有限时）也可以

放置在标题右侧一段距离之

外。 

当徽标与标题整合在一起

时，徽标应当有白色的背

景。 

采用彩色正片样式的、

水平放置的徽标。 

徽标在标题上面 – 灵活定位 
• 

徽标在标题 
之前 

徽标在标题 
之后 

徽标在标题 
之前 

徽标在标题 
之后 • 

如果上下空间有限 

徽标跟在标题后面 
• 

不要 
灰色代表图
像区域 

Invest in 
childhood 

PLEASE GIVE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See the future unfold 
Every child deserves a strong start – the best chance now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But too many children in need right here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aren’t getting this chance. 

Together, we can change all that. 

Your gift to Save the Children is an investment in childhood 
– giving children the healthy start,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protection from harm they need to succeed. You can 

transform how a child’s future unfolds. 
不要将徽标与标题分
开放置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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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位置的例外情形 

上一页介绍的徽标位置原
则适用于大部分情形。 

然而，个别情况下需要
将徽标与标题分开展
示。 

小尺寸数码广告条 动画数码广告条 

在小尺寸数码广告条上，如果有地方容纳徽标和

文字，则需要制作成两个画面的 gif 图，在第二个

画面中显示徽标。 

此外，如果需要更加突出行动呼吁，则可将徽标

与标题分开放置，使徽标与行动呼吁一起显示在

第二个画面中。 

如果标题采用动画形式，并且需要一直显示徽标

（而不止是在结束时显示一下），则可以将徽标

与标题分开展示。 

在这种情况下，徽标仍应当尽可能靠近标题文

字。 

网站 社交媒体页面 

为了确保徽标在我们的网站上始终可

见，将其放置在左上角，不与任何标题

联系在一起。 

由于在社交媒体网站上使用模板有各种限制，我们的徽标

应当放置在所分配的区域内，不与任何标题联系在一起。 

   

     

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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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副品牌 

大多数项目只是需要一个名称 
- 它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徽标。 

你们是否真正需要一个副品牌？ 
我们尽量不创造副品牌，因为它们可能会掩盖我们的机构品牌，
让人感觉混淆，影响公众对救助儿童会的关注。 

? 
我们不建议创建新的副品牌（即让项目拥有

徽标或特定观感等自身标识，不同于我们的

视觉形象标识）、为我们自己的项目创建新

的徽标或视觉形象标识。 

你们可以既提高项目名称的识别度，同时
又保留我们的核心品牌的所有权 - 参见第
93 页上我们的“产品和活动的宣传”指
南。 

如果你们打算单独创建一个不同于救助儿

童会的新形象标识（例如，由于你们的项

目是由众多组织支持的一个联盟，而不是 

由救助儿童会拥有），那么请参见第 91

页上我们的“联合品牌”指南以及第 92

页上“在合作伙伴资料中使用我们的徽
标”。 

如果你们已经在市场上使用了具有强烈个

体标识的副品牌，我们建议以市场为基础

考查如何在救助儿童会核心品牌下整合这

些副品牌，然后逐渐淘汰它们。 

如果你们需要有关副品牌的更多建议，请联

系：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有关联合品牌的指导说明，参见第 91 页。 

 

 

mailto: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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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主色调 
主要采用下面的色彩。 

我们最常用的颜色是红色 

• 确保红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为交流

材料开发了一种红色渐变背景，参见第 42

页。 

白色可以起到衬托作用。 

黑色的使用范围有限。文字的黑色背景

可以减少 50%的黑度（不适用于标

题）。 

不要在红色背景上放置大量白色文字，因

为那样的话不易读。 

“救助”  

渐变背景 
• 

• 

红色  白色  
黑色  

Pantone®   485 

c0 m100 y100 k0 

r218 g41 b28 

Hex DA291C 

参见第 43 页的
构成和使用指
南。 

白色 

c0 m0 y0 k0 

r255 g255 b255 

Hex FFFFFF 

黑色 

c0 m0 y0 k100 

r34 g34 b33 

Hex 222221 
• 

副色调 
这些颜色支持主色调，仅用于突出显示色彩。 

针对数码显示 
• 副色调较少使用 – 用于突出显示和

提高灵活性。 

副色调不能比核心色彩更显眼。 

对于纸面交流材料，如果不采用

Pantone®   色彩，应当使用正确的

CMYK 色彩方案。 

• 可以在数码材料中使用这些额

外的色彩。 应用实例 – 年度报告页面、网站导航、图表和图形。 

• 

淡黄褐  

25%  

深灰  浅灰   
淡黄褐   枣红   橘色  褐黄  青绿  

• 

Pantone®   7534 

c5 m5 y15 k8 

r209 g204 b189 

Hex D1CCBD 

Pantone®   484 

c8 m92 y100 k33 

r154 g51 b36 

Hex 9A3324 

Pantone®   1655 

c0 m73 y98 k0 

r255 g76   b2 

Hex FC4C02 

Pantone®   130 

c0 m32 y100 k0 

r242 g169 b0 

Hex F2A900 

Pantone®   320 

c96 m0 y31 k0 

r0 g156 b166 

Hex 009CA6 

Hex F3F2EE 

用于区分堆

叠的内容区

段 

Hex 4A4F53 

用于图标和

文本内容 

Hex 999999 

用于图标和

文本内容 

色彩比例 
下面的图表以直观形式展示了色彩搭配方案。 • 我们坚持采用主色调以便体现我们的红

色基调。 

不要求采用副色调。如果采用副色调，

在整份交流材料中的使用量要受限于左

侧图表中展示的比例。 

“救助”  

渐变背景  
• 

副色调  

 
白色  

 

 
黑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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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运用 

这些示例说明了如何运用
色彩。 

• 我们坚持采用主色调以便体现

我们的红色基调。 

红色 枣红 淡黄褐色背景 

SAVE THE CHILDREN ANNUAL REPOR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TA LOR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ADESIEND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THER AMSI COM 

MODO CONSEQUAT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tans lor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n adesiend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ther amsi com modo consequa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 teturim adipiscing elit, sed do itn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olds labore et dolore 
magna manliqua lorem 

23%       46%       58%       89%
 

WE’RE COMMITTED 副色调的运用 
Save  the  Children  volenteers  helping  in  Nepal 

TO STAYING 
IN THE PICTURE • 在交流材料中较少使用，例如用于

副标题、线、图表和图形，或者用

作容纳文字的小块儿背景区域。 

淡黄褐色是唯一可以用作大块儿

背景区域的副色调。 

其在一份交流材料中的使用量要受限

于第 40 页的图表中展示的比例。  

文字的黑色背景可以减少 50%的黑度

（不适用于标题）。  

  

cases of 
Ebola are 
reported 
every hour 

MIENSIEN ABEL NEPAL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Suspendisse pellentesque, 

magna sed tristique rhoncus, tellus arcu 

malesuada eros, nec vestibulum turpis 

elit at mauris. Nullam viverra lacus mi, 

vitae dignissim metus dictum a. Ut a 

quam ac mauris laoreet accumsan auctor 

eget erat. Donec venenatis eros sed 

ullamcorper eleifend.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Suspendisse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TA LOR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ADESIEND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THER AMSI COM 

MODO CONSEQUAT 

MIENSIEN ABEL 
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Suspendisse pellentesque, 
magna sed tristique rhoncus, tellus arcu 
malesuada eros, nec vestibulum turpis elit 
at mauris. Nullam viverra lacus mi, vitae 
dignissim metus dictum a. Ut a quam ac 
mauris laoreet accumsan auctor eget 
erat. Donec venenatis eros sed 
ullamcorper eleifend. In nec purus sed 
nulla elementum semper. Etiam porttitor 
pulvinar magna, nec dictum diam 
consequat vel. Suspendisse potenti. Cras 
tempus fringilla magna quis euismod. 
Vivamus venenatis diam finibus 
elementum dictum. Nullam quis felis 
sagittis, maximus lacus sed, imperdiet 
libero. Etiam interdum felis ultricies 
libero gravida euismod. 

NEPAL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Suspendisse pellentesque, 
magna sed tristique rhoncus, tellus arcu 
malesuada eros, nec vestibulum turpis elit 
at mauris. Nullam viverra lacus mi, vitae 
dignissim metus dictum a. Ut a quam ac 
mauris laoreet accumsan auctor eget 
erat. Donec venenatis eros sed 
ullamcorper eleifend. In nec purus sed 
nulla elementum semper. Etiam porttitor 
pulvinar magna, nec dictum diam 
consequat vel. Suspendisse potenti. Cras 
tempus fringilla magna quis euismod. 
Vivamus venenatis diam finibus 
elementum dictum. Nullam quis felis 
sagittis, maximus lacus sed, imperdiet 
libero. Etiam interdum felis ultricies 
libero gravida euismod. Phasellus a nulla 
risus. 

 

AMINA ADUB 
Proin sed dui in odio auctor molestie . Ut 
auctor in risus eget consectetur. Nullam 
sed fringilla mauris.Vivamus metus erat, 
viverra id blandit viverra, vestibulum a 
magna. Integer tempus posuere turpis 
fermentum sollici tudin. Nunc eu diam at 
tellus laoreet venenatis sed id elit.  
Aliquam mauris ante, sagittis in dignissim 
a, viverra a arcu. Fusce tincidunt posuere 
rutrum. Ut at arcu non eros viverra 
aliquet. Etiam non varius lacus, ut tempus 
quam. Sed turpis velit, venenatis at 
efficitur eget, feugiat at mauris.Aenean ac 
erat id dui finibus vehicula. 

pellentesque, magna sed tristique 
Lor 

rhoncus, tellus arcu malesuada eros, nec 

vestibulum turpis elit at mauris. Nullam 

viverra lacus mi, vitae dignissim metus 

dictum a. Ut a quam ac mauris laoreet 

accumsan auctor eget erat. Donec 
venenatis eros sed ullamcorper. 

Our work 
led to more 
than 7.5 million 

lifesaving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in 34 countries 
Imari now has a 

better story to tell 
Joseph  Mandiel, from  Save  the  Children  Germany 

OBORIS 
Proin sed dui in odio auctor molestie . Ut 
auctor in risus eget consectetur. Nullam 
sed fringilla mauris.Vivamus metus erat, 
viverra id blandit viverra, vestibulum a 
magna. Integer tempus posuere turpis 
fermentum sollici tudin. Nunc eu diam at 
tellus laoreet venenatis sed id elit.  
Aliquam mauris ante, sagittis in dignissim 
a, viverra a arcu. Fusce tincidunt posuere 
rutrum. Ut at arcu non eros viverra 
aliquet. Etiam non varius lacus, ut tempus 
quam. Sed turpis velit, venenatis at 

• 

OBORIS AMINA ADUB 

Proin sed dui in odio auctor molestie. Ut 

auctor in risus eget consectetur. Nullam 

sed fringilla mauris.Vivamus metus erat, 

viverra id blandit viverra, vestibulum a 

magna. Integer tempus posuere turpis 

fermentum sollicitudin. Nunc eu diam at 

tellus laoreet venenatis sed id elit. 

Aliquam mauris ante, sagittis in dignissim 

viverra a arcu. Fusce tincidunt posuere 

Proin sed dui in odio auctor molestie. 

Ut auctor in risus eget consectetur. 
Nullam sed fringilla mauris.Vivamus 

metus erat, viverra id blandit viverra, 
vestibulum a magna. Integer tempus 

posuere turpis fermentum sollicitudin. 

Nunc eu diam at tellus laoreet venenatis 

sed id elit. Aliquam mauris ante, sagittis in 

dignissim a, viverra a arcu. 

黑白 “救助”渐变背景 枣红 淡黄褐 副色调用在图表
中 

灰色代表图像区域 

• 

不要 

不要在同一个版面中使用大
量副色调（除非是在包含多
种颜色的图表中）。 

不要在红色背景上放
置大量白色文字。 

不要让副色调比主色调更
显眼。 

 

 

 

 
WE’RE COMMITTED 

TO STAYING 
IN THE PICTURE 

 
 

 

SAVE THE  CHILDREN ANNUAL  REPORT 
 
 

 

EN IM AD MINIM  VEN IAM , QUISTA LOR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ADESIEND LABORIS NISI UT AL IQUIP 

ETHER AMSI COM MODO 

CONSEQUAT 

Ut e ni m a d mi ni m ve ni a m, qui sta ns l or s nost r ud 

e xer cita ti on ull a mcon a de si end l a bori s ni si ut ali qui p 

et her a msi com modo conse quat. Lore m i psum dol or  

sit a met , cons te t uri m a di pi sci ng elit, se d do i t no                                            23%         46%        58%         89%  
ei usmod te mp or i nci di dunt ut ol ds l a bor e e t dol or e  

mag na manli qua l ore m  

Save the Chil dren vole nte ers  helpi ng i n Ne pal  

 

 

 

 

 

 

 

 

Imari now has a 
better story to tell 
J ose ph  Ma ndi el, fr o m  Sa ve  t he  Childre n  Germa ny 

 

 

 

EN IM AD MINIM  VEN IAM ,          MI E NS I E N A BEL NEPA L 

QUISTA LORS NOSTRUD          
Lore m i psum dol or si t a met, conse ct e t ur             Lore m ipsum dol or sit a met , conse ct et ur

 
adipisci ng elit . S uspe ndi sse pell e nte sque,               adi pi sci ng e lit. S uspe ndisse pell e nt e sque,  

EXERCITATION ULLAMCO        ma gna se d tri st i que r honcus , tell us ar cu                magna se d tri st i que r honcus , tell us ar cu  
mal esua da er os, ne c vest i bul um t ur pi s                    mal e sua da er os , ne c ve sti bul um t ur pi s  

ADESIEND LABORIS NISI UT      elit at ma ur is . Null a m vi verr a l acus mi ,                    elit at ma uri s. Null a m vi ver ra l a cus mi,  

ALIQUIP ETHER AMSI COM        vi ta e dig ni ss i m met us di ct um a. Ut a                        vita e dig ni ssi m met us di ct um a. Ut a  
qua m a c ma uri s l a or ee t a ccumsan a uct or             qua m a c ma uri s l a or ee t a ccumsan a uct or  

MODO CONSEQUAT               eget er at. D one c vene na tis er os se d                        eget er at . D one c ve nenati s er os se d 

ul la mcor pe r el ei fe nd. I n ne c pur us se d                    ull a mcor per ele ifend. I n ne c pur us se d 

nul la el e me nt um se mpe r. Et ia m por tt it or              nulla el e me nt um se mpe r. Eti a m por tt it or 

pul vi nar mag na, ne c di ct um di a m                               pul vi na r mag na , ne c di ct um dia m 

conse qua t vel. S uspe ndi sse pote nt i. Cras               conse quat vel . Suspe ndi sse pot e nti . Cras 

te mpus fri ngi lla ma gna quis e ui smod.                       te mpus fri ngi lla ma g na quis e ui smod.  

Vi va mus ve ne nati s di a m fi ni bus                                   Vi va mus ve ne na tis di a m fi ni bus 

el e me nt um di ct um. Null a m qui s fe lis                       ele me nt um di ct um. Null a m quis f eli s 

sa gitti s, ma xi mus l a cus se d, i mper di et                      sagitti s, ma xi mus la cus se d, i mper di et 

li ber o. Eti a m i nter dum f el is ul tri cie s                         liber o. Eti a m i nt er dum fe li s u ltr i ci e s 

li ber o gra vi da e uismod.  li ber o gra vi da e uismod. Pha se ll us a null a  

risus .  

OBORIS  

Pr oi n se d dui i n odi o a uct or mole sti e. Ut             AMINA ADUB 

a uct or i n ri sus e get conse ct et ur. Null a m               Proi n se d dui in odi o a uct or mol e sti e. Ut 

se d fri ngilla ma ur is . Vi va mus met us era t,                auct or in r i sus eg et conse cte t ur. Nul la m 

vi ve rr a id bl a ndit vi verr a, ve sti bul um a                    se d fri ngill a ma uri s. Vi va mus met us er at,  

mag na. I nt e ge r te mpus posue re t ur pi s                    vi verr a i d bl a ndit vi ver ra, ve sti bul um a 

fer me nt um soll i cit udi n. Nunc e u di a m at               mag na . I nt eg er t e mpus posuer e t ur pi s 

tell us l a or ee t ve ne nati s se d i d elit .                            ferme nt um solli ci t udi n. Nun c e u dia m at 

Ali qua m ma uri s a nt e, sa gitti s i n d ig ni ss i m              tell us l a or ee t ve ne nati s se d i d elit .  

a, vi ver ra a ar cu. F usce ti nci dunt posuere              Ali qua m ma uri s a nt e, sa gitti s i n d ig ni ssi m 

r utr um. Ut at ar cu non er os vi ver ra                         a, viver ra a ar cu. F usce ti nci dunt posuere  

ali quet. Etia m non vari us la cus, ut te mpus              rut r um. Ut at ar cu non er os vi verr a qua m. 

Se d t ur pi s veli t, ve ne nati s at                            aliquet . Eti a m non vari us la cus, ut t e mpus  

qua m. Se d t ur pi s vel it, ve ne nati s at 

e ffi cit ur eg et, fe ugi at at ma ur is . Ae ne a n a c 

er at i d dui fi ni bus ve hi cula .  

 

 

 

 

 

 

5 new 

 

cases of 
Ebola are 
reported 
every hour 

 

 

 

MIENSIE N AB EL  N EPAL 

LOrem i ps um dol or sit am et,                             Lorem i ps um dol or sit am et , c ons ec t et ur 

c ons ect et ur adi pisci ng elit . Sus pendis se             adi pisci ng elit . Sus pendi sse pell ent es que, 

pell ent es que, magna s ed tri sti que                       magna s ed tri sti que rhonc us , t ell us arc u 

rhonc us , tell us arc u m al es uada eros , nec            males uada eros , nec vesti bul um t urpis 

vesti bul um t urpis eli t at m auris . Null am             elit at m auri s. Null am viverr a lac us mi, 

viver r a lac us mi , v itae di gnissim m et us               vitae di gnissim m et us di ct um a . Ut a  

di ct um a . Ut a quam ac m auris l aoreet               quam ac m auris l aoreet acc ums an auc t or 

acc ums an auct or eget erat . Don ec                     eget erat . Donec  venenat is eros s ed 

venenatis eros sed ul l amc orper.                         ull amc orper el eifend. 

 
Our work 

led to more 

than 7.5 million 

lifesaving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in 34 countries  

 
 

 

O B O RIS  AMINA ADUB 

Proi n s ed dui i n odi o auct or m ol est i e.               Proi n s ed dui i n odi o auct or m ol esti e. Ut 

Ut auct or i n ris us eget c ons ec t et ur.                   auct or i n ris us eget c ons ec t et ur. Null am 

Null am s ed fri ngill a m auris.Vi vam us                   sed fri ngill a m auris .Vi vam us m et us erat , 

m et us erat , viverr a i d bl andit viverr a,                 viver r a i d bl andit viverr a, vesti bul um a  

vesti bul um a magna. Integer t em pus                   magna. Int eger t em pus pos uere t urpis 

pos uere t urpis f erm ent um s ol licit udi n.              ferm ent um s oll icit udi n. Nu nc eu diam at 

Nu nc eu di am at tell us l aoreet venenatis           tell us l aoreet venenatis s ed i d elit . 

sed i d elit . Ali quam m auri s ant e, s agittis i n          Ali quam m auris ant e, s agittis i n di gnissim 

di gnissim a , v iver r a a  arc u. viver r a a  arc u. Fusc e ti nc i dunt pos uere 

 

  

   
    

 

 

 
 

 

 
 

5 new 

  

      

 

 

 

 

 
A FRESH START 

WHEN YOU HAVE 
LOST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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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救助”渐变背景 

我们为交流材料开发了红色渐变背景，我们称
之为“救助”渐变背景。 

规格 用法 
始终从一个角渐变到对角。 

默认版本 位置：50 

• 色彩渐变方向（从红色到暗红

色）和起始的角可以根据内容

来决定。 

应当在整个目标区域应用

完整的“救助”渐变背景。 

“救助 ”渐变背景  

红色 

位置：40 
c0 m100 y100 k0  
r218 g41 b28  

Hex DA291C 

仅用于“救助”渐变背

景的暗红色*  

位置：100 

c0 m100 y100 k50  

r118 g23 b6 

Hex 761706 

• 

* 仅用于“救助”渐变背景的暗红色并非我们采用的

枣红色。请勿将其用在其他地方。 
技术性说明： 
若要在 InDesign®  或 Illustrator®  中控制渐变
方向和覆盖范围： 

InDesign
中的渐变
背景板工
具 

Illustrator
中的渐变背
景板工具 双色版本 位置：50 

• 

• 

点击用“救助”渐变背景填充的区域。 

然后选择主菜单条（参见右侧）中的渐变背景板工

具，在着色区域上方从一个角拖拽到对角。 

双色 “救助 ”渐变背景  

Pantone® 485  

k0 套印 

位置：40 

此版本用于双色印刷材料。 

Pantone® 485  

k50 套印 

位置：100 

黑色渐变背景套印在 Pantone®   485 上。 

不要 不要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渐变。始终
要按对角方向渐变。 

不要仅仅使用一部
分“救助”渐变背
景。 

不要让“救助”渐变背景没有覆
盖到两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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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圆环 

“救助”圆环是我们最独特、最珍视
的资材。它源自我们的品牌标志。 
 

“救助”圆环是“情感加强剂” 
 

IF WE DON'T 
WHO WILL?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品牌标志 

“缺口”应当
始终可见 

 

“救助”圆环 
– 始终采用纯红色 

 “救助”圆环通常置于图像之上 

 
在特殊情况下，“救助”圆环可用
于突出显示某些重要文字。 

 
• 其主要功能是聚焦于图像的关键区域以
便加强情感。 

采用纯红色（而不是渐变背景或透
明）。 
 

不要自行绘制“救助”圆环。请使

用随附的图样。 
 

• 

不要 

不要将其用作图形的额外“装饰”。
图中显示的大小看起来像是另外一
个徽标。 

当应用于标题时，“救助”圆环
应当环绕整个标题 – 而不能仅
仅用作装饰性元素。 

 

不要遮盖图像中焦点人
物的面部。 

 

避免太小或者起
不到图像聚焦作
用。 

 

 

URGENT 
 APPEAL FOR 

 NEPAL 

 

 

 

 

 

 
St  Vincent House                            Fax  +44 (0)  20 3272 0301 With compliments 
Sav e t he  C hildre n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44 (0) 20 3272 0300 

 

30 橘色 Stre et                           in fo@sav et he c hi ldr en.org  

London WC2H 7HH                      www.s av et he c hil dren .n et 

United Kingdom  

 
TITLE OF 
MULTI-PURPOSE 
WORD DOCUMENT 
KEY WORDS IN RED 
IN TRADE GOTHIC 50PT 

Gill Sans Infant Std Bold 24pt 

Text in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 22pt 

dolor aute nonsequas vidisci debussit. 
 
 
 
 
 

 
 
 
 
 
 

 
 
 
 
 
 

savethechildren.org.uk 

Registere d  ch arity  E nglan d  an d W ale s (2 138 90 )  Sco tla n d  (SCO39570) 

 

TITLE OF POSTER 
TRADE GOTHIC 50PT 
Gill Sans Infant Std Bold 24pt 

Text in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 22pt dolor 
aute nonsequas vidisci debussit sid amet. 

 
 
 

 
 
 
 
 
 

 
 
 
 
 
 

 
 
 
 
 
 

Text in Gill SansInfant Std 常规 14pt andantius dolor  aute 

nonsequas vidisci debissit quod ullique maxim que ni tes 

expelig natendanihic te veliquis aut etus dollaborem ressequam 

dolupitem consequ ossedit ma voluptate volum quaturem 

fugitatempos quuntem simust apidendias si nobis eumendae. 
 
 

 

 

savethechildren.org.uk 

Registere d  ch arity  E nglan d  an d W ale s (2 138 90 )  Sco tla n d  (SCO39570) 

 

  

 

 

 

mailto:info@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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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圆环  

剪切和放大 

定位可以灵活，以便聚焦在
图像的关键区域。遵循下列
原则： 

正确的用法 特殊格式 

• 在版面中，应当至少显示“救

助”圆环的三分之二左右。 

“救助”圆环的缺口必须始终可

见。 

切勿将“救助”圆环放得过大、

导致无法认出。 

“救助”圆环不能太小，因为那

样会显得不起眼、无法发挥其

作用。 

网页广告条等特殊格式可能很难应

用，有时需要做一些妥协。但是“救

助”圆环的缺口必须始终可见。 

这些示例说明了在这类情况下应当

如何使用“救助”圆环。下面的示例

说明了不适当的用法。 

• 

• 

灰色代表图像区域 

• 

不要 

不要太大... 或者太
小。 

不要太大，否则不易辨
认。 

尽量不要将其置于“救助”
渐变背景之上。 

在数码材料中，可能有时
因空间不足而无法避免这
种情形。 

不要将圆环缺
口剪切掉。 

不要太小。 

不要翻转或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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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圆环  

何时采用 

品牌的初次展示 

在初次展示我们的品牌
时，必须使用“救助”圆
环。 

封面 品牌宣传 在线首页 

不突出的位置 灰色代表图
像区域 

• 在不突出的位置上“救助”圆环的应
用有所限制，例如在印刷宣传册、
宣传邮件或网站的单个页面上。 

在整个交流材料中只使用几次 – 例

如文档的章节分隔页。 

过度使用“救助”圆环可能会显

得碍眼和多余。 

• 

   

       
       

       

• 

图示 – 手册内页 

不要 

                不要在一个版面
中使用两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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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图像（包括照片和视频）及其展示的形象是我们的支

持者与我们的品牌之间情感联系的强大来源。如果没

有感人的故事，我们就无法给我们的品牌赋予生命力

或发挥其真正的力量。 

下列各项原则旨在协同工作，而不是彼此孤立；真

实不做作的活力再加上真情实感可以让一切变得更

加强大，两者都会让我们的图像充满所需的丰富叙

事。 

如果我们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独具特色，创建我

们的品牌，让我们的内容收集反映实际现实。 

还有一个全球品牌形象库可供你们使用：

点击此处访问关键的全球品牌形象 

我们将根据这个形象库建立符合我们原则的图

像、影片和故事。 

 

http://storycentral.savethechildren.org.uk/?c=35081&amp;k=5e5bcb5e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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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最佳实践 

不要 

不要使用在影音室内“布
景”拍摄的图像 

避免采用包含过于悲惨的画面
的图像 

不要采用缺乏背景的剪切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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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选择 

图像选择 
我们需要敢于探究我们委托了谁、我们如何做简报、
我们如何做选择等。图像是故事的引擎和心脏，所以
我们应该提供最符合我们各项原则的图像。当使用图
像时，谨记真实的故事是吸引受众关注的主要元素。
我们必须在图像选择中做到诚实和保持透明度 - 然后
设计时最好能创造一个让受众融入故事的平台。故事
显得最重要，必须优先考虑。 

综合讯息 

图像从不单独显示；它总是随附着文字，文字可以
改变图像内的背景。将图像和文字放在一起时，务
必要仔细考虑这种关系，确保这种组合正在传达正
确的讯息，满足附加到图像特定用途中的目标。 

必须根据第 49 页上的各项原则选择图像。 

儿童 
我们是救助儿童会。所有图像应该关注或至少包括一
名儿童。如果不可能这样做，应始终在随附文字中提
及儿童，以展示我们对儿童的影响。 

主观性 

图像是我们处理的最主观的视觉媒介。我们必须放弃
自己的主观性，根据下面的原则选择图像，这些原则
都是基于我们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受众作出回应。 

我们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展示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所以每当有员工开展
工作时，要尽量捕获他们自然地开展儿童工作的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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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下列四项原则将使我们的照片独具特色，并在业界内脱颖而
出。 

主要原则 

次要原则 

真实活力 丰富叙事 真情实感 运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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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真实活力 

我们的图像必须富有活力。 
运动就是有活力的，一定要尽可能尝试
纳入运动元素，不过也可以在没有明显
运动的情况下传达活力。 

被帮助者或帮助者强有力的表达，或者在场景爆

发之前的静止时刻，将包含同样多的活力。 

在真实不做作的场景中捕捉到的行动和表情真实瞬

间，可以给我们的图像带来像纪录片里“身临其

境”的真实感，展示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帮

助。 

• “精彩一瞬间”，现实生活、快乐和真实 

• 孩子眼中坚强、坚定的眼神具有感染力，

令人产生联想 

• 面部表情和自然的姿势充满活力，非常

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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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真实活力 续 

• 这张照片显示了我们的工作和对当地和“现场”的影响 

• 鲜明的色彩和形状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 人物的表情显示了真实的、真正的快乐 

• 强烈的组合，以及富有动态的运动和行动，非常吸引观

众 

• “精彩一瞬间”的感觉 

• 在真实场景中细致地展现自然品牌，非常有真实感 

• 

• 

“行动的核心地带”，新闻风格图像，紧急救援行动的特质 

运动和行动的存在描绘了勇气，诠释了“尽一切努力” 

画面最前方的儿童与我们的事业相联系，而救援者的面部表情

表明了紧迫性 

• 

• 母亲与孩子之间自然的笑容和互动非常真实 

• 图像充满了活力，因为让人有着不做作的“精彩一瞬

间”的感觉 

• 随着行动展开拍摄的新闻风格图像，可以将观众的

注意力直接引到行动的核心地带 

• 一个真实的时刻，显示出人物的尊严和对人物的尊重 

• 女孩之间的互动和亲密反映了现实情景，感觉很真

实 

突出使用形状和色彩让整个图像更具有活力，非常引

人注目 

女孩们回头朝摄像头看的那一眼，让人有“精彩一瞬

间”的感觉，姿态自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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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真实活力 续 

• 引人注目的、充满活力的视角构图 

• 观众看到脆弱的受益者获得帮助，有细节，有近景，简单

明了，且十分真实 

• “行动的核心地带”画面展示某人正获得帮助 

• 鲜明的、引人注目的构图和形状 

• 作为图像焦点的受益者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 

• 图形、角度和色彩使得这张图像变得鲜明和激动人

心 

• 均衡但充满活力的构图，表现出行动如何体现“尽一切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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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丰富叙事 

我们的图像必须富有叙事，每个图
像必须包含相应的背景。这可以是
人物居住所景观那样宽阔，也可以
是面部表情和个人所穿衣服那样的
狭窄。 

重要的是必须能够在不阅读随附文字的情况下，

仅仅看着图像就能获得有关它们的信息 - 图片必

须讲述一个故事。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有信心使用包含复杂讯息的

图像，图像的受众必须花点心思才能了解图片中发生

了什么。更复杂的图像可以让观众的注意力持续更长

时间，所以在受众有更多时间的沟通场景下，我们的

图像选择应当更加大胆。 • 宽阔的背景和人物正在做的事情都让观

众了解到人物正在上学的路上，观众还

能了解到人物所处位置和环境的信息 

• 自然的互动，展示我们项目工作人员

的情感和关心 

• 孩子眼中的坚强眼神和背景中的信息以真实

的、亲近的、不做作的、吸引人的方式讲述一

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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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丰富叙事 续 

• 人物眼中的坚强决心表明情感可以很细致但充满影响力 

人物的衣着和背景在告诉观众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景和故事 

这是一张复杂的图像，要求观众更深入地与人物互动 

• 聚焦于一个孩子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更广泛的背景

则告诉我们图片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 一个非常有趣的构图，包含大量的背景信息，错综复杂，

让人感受到真实生活中的活力 

• 图像内动作的描绘表现出真实不做作的场景 
• 

• 

• 宽阔、复杂但和谐的构图，给我们展示了大量的环境和

背景信息 

中心人物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广角镜头显示了画面

每个部分的现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故事内容 

• 图像中展示的背景、衣着和肢体语言让观众了解到孩子的故事和

处境 

• 图像立即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真实不做作 

• 孩子的姿态和姿势暗示着后面有着更大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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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真情实感 

我们在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一些环境下
开展工作，但我们也给帮助过的人带来
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我们绝不畏惧表现
出真正的情感 - 无论是婴儿安全分娩的
时刻，还是孩子逝去后的剧烈苦痛。 
这些时刻可能会震撼人心，但它们是真
实存在的，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将它们
展示出来。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我们代表的孩子客观化，切勿将

故事剥离成只剩下纯粹的痛苦；我们的工作是把每个

故事的现实带给观众。通过呈现背景信息，我们将以

更有意义的方式将图像中的奉献者引入到支持我们的

人的生活中。 

我们希望支持我们的人对我们描述的人感到同情。我

们将通过真实的情感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小心不

要激发内疚或羞愧的感觉，我们知道这些感觉会促使

支持我们的人离开。相反，应引发悲伤或有时愤怒的

主动感觉，我们知道这些感觉能促使人采取行动。 

• 在充满活力和信息丰富的背景下，

不做作的、无辜的真实一瞥 

• 真实的、不做作的、真心的笑容 

• 广泛的背景让观众了解到故事的相关信息，即

学校的项目工作 

• 低调地呈现了我们的品牌，这是自然而不

做作的方式 

• 展示一个高兴的真实时刻，每个人物

脸上都是快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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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真情实感 续 

• 母亲与孩子之间“精彩一瞬间”的互动，让人感觉亲密

和真实 

• 广阔背景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小故事和情景 

• 原始的“精彩一瞬间”自然表情 • 行动核心地带的原始的、勇敢的、未经过滤的感情 

• 图像中的活动让观众了解到有关故事的一些信息 

• 母亲与孩子之间亲密的、温柔的、真实的、坦诚

的互动 

• 真实不做作的笑容 • 即使这张图像非常微妙和安静，但焦点人物的表情展示出真

正的痛苦，周边的背景让我们了解到故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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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原则：运用色彩 

我们的品牌以红色为特色。只要有可
能，我们渴望捕获含有红色的图像 - 
但这只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图像中必
须包含活力、叙事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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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号召力的图像 

图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每个孩子的死
亡是一场悲剧，一个没有实现自身全
部潜力的孩子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损
失。 

我们相信人们会对表现出明确和强烈
需求的筹款材料中的图片做出反应。 

这类照片应谨慎小心地使用。它们应该随附文字

说明，文字可以讲述一个强有力的故事，让人明

白照片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小心不让文字和

图像削弱我们的使命，避免文字和图像强化不当

认知（如贫困国家的人都绝望无助；尽管我们做

了一切努力，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等）。 

这种性质的图像被许多其他慈善机构使用。尽量

让救助儿童会保持不同的特色，方法是确保图像

遵循我们的关键图像原则，重点关注表现出真情

实感的孩子，有着明确的背景，并尽可能显示我

们的影响。应当避免采用包含过于悲惨的画面的

图像。 

不要 

避免过于悲惨或者负面
的画面 

不要使用在影音室内“布
景”拍摄的图像 

避免令人觉得没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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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采集 

我们的新原则将改变我们委托和采集图像
的方式 

为了产生富有活力的、感性的、叙事的和独特的图
像，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和优先确定我们委托、呈现
和采集内容的方式。 

指南： 

• 高素质专业人士 

必须委托专业的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受委托者应当在撰写

新闻或新闻报道方面富有经验，并且能够在敏感的情况下提

供醒目的图片。 

• 拍摄时间将会更长 

为了捕获真实的实时图像，摄影师需要足够的时间了解人物

和情景。 

• 接触 

我们必须允许摄影师与人物有充分的交流和接触，以获得真

实的“精彩一瞬间”图片。但是，只有严格遵守我们的儿童

保护政策才允许接触儿童。 

• 明确聚焦 

应当向图像制作者做简要介绍，让图像制作者能够收集少量

高度聚焦的故事；我们应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花在捕获优质

重点内容上，而不是尝试一次性拍摄太多内容。 

• 关键编辑 

必须仔细编辑图像，以便仅使用符合该视觉形象标识的图

像，从而保持清晰和一致的品牌标识。这意味着更小范围

但更精心的图像选择。 

• 直观讲解 

拍摄简报包含我们关键类型的图像的视觉参考，这样摄

影师或电影制作人就可以了解我们希望他们制作的图像

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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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信息 

在某些情形下，我们需要在所有对外
交流材料中注明照片拍摄者信息。 

IF WE DON'T 
WHO WILL? 如果有此项要求，拍摄者信息应当采用白色或黑色

（以最易读为准）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字体，

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将其置于照片底部易于辨认

的区域，采用易读的字号。可以水平放置，也可以

竖直放置。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WE DO 
WHATEVER IT TAKES 

Our health worker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from Ebola. 

Photographer credit here 
Text SAVE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拍摄者信息 拍摄者信息 

不要 

IF WE DON'T 
WHO WILL?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IF WE DON'T 
WHO WILL?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Photographer credit here 
Photographer credit here 

不要放在图像周围
的白色边框里 

不要太大，否则会干扰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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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 

我们的语气以保护目标受众为导向 

我们直言不讳。我们提出问题，并在有需要时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我们维护儿童，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语气中有决心，因为我们会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出现，无论

需要几天或几十年，也要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们永不妥协，因为

我们关心孩子。 

我们帮助孩子及其家人以他们自己的话语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

寻找真正的、有人情味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最好地解释我们的

工作，展示我们的支持者在儿童生活中促成的积极变化。我们充

满感情地将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受众，捕捉真实的细节，即痛苦

的时刻和快乐的时刻。 

有勇气讲述真实的故事意味着我们会展示儿童的现实，即使这

种现实震撼人心。我们从来没有筹划或夸大过任何故事；我们

完全不害怕揭露困难的真相。我们用真实例子来支持我们所说

的话，当事情不顺利时，我们会勇敢地承认。 

我们在讲述孩子们的故事时会尊重他们。我们在谈论他们的过

程中，不是将他们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梦想和决心。我们非常谨慎地不提供可能将孩子、同事或重

要工作置于风险中的过多细节。 

我们也尊重我们的受众。我们不会告诉人们对他们帮助的

孩子抱持何种感觉 - 他们自己的反应有着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在沟通方式中富有创造性，找到新的方式脱颖而出，并

将重要的故事带给正确的人。世界很忙，孩子们需要我们激

发行动。 

我们使用简单的语言，因为我们的受众必须能够理解

我们，进而信任我们。我们可能会与孩子、志愿者、

政治领袖或企业家交谈 - 我们的受众形形色色，但他

们都是人。 

我们高度认可童年和它所拥有的全部潜力。我们还会认

可我们能为儿童做到的事情。 

我们的活力和节奏，以及我们吐露的心声，都是我们不变的坚

持，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在不同受众间保持一致，以及在轻松时刻

和严肃时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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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的语气撰写 

我们会 
 

我们不会 
 

• 令人信服 • 出卖人 

• 充满感情 • 感情用事 

• 真心实意 • 过分热情 

• 揭露真相 • 剥夺尊严 

• 着眼当前，关注改变 • 沉迷过去，揪住问题不放 

 

我们会说 

 

我们不会说 

在我们自己的沟通材料和渠道中使用“我们”和“我们的”等称呼。 
 

“救助儿童会”或“国际慈善机构”，除非是在新闻稿或

其他外部渠道里。 

脆弱的、饱受痛苦、受到歧视、艰难前行。 无助、绝望、受害者。 

66 名已治愈的埃博拉病毒患者正在回家的路上。 66 名埃博拉病毒患者已经出院。 

贫困家庭。 

残障儿童。 

受到歧视的儿童。 

“穷人”。 

“残疾人”。 

“边缘群体”。 

面向儿童及其家人开展工作，倾听，雇用当地员工，帮助家庭

从当地市场购买必需品。 

空运各种援助物资，而不知道接受帮助的人们真正需要什么；派驻工

作人员，而我们其实可以雇用和/或培训当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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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的语气撰写 续 

我们会 
 

我们不会 
 

做给人看 

向支持者展示我们在行动中的同情心。 

表现出尊重。 

营造有趣的感觉。 

光说不做 

说我们富有同情心，但没有证据。 

说我们尊重他人，但没有表现出来。 

说某件事情很有趣，而不详细描绘事情。 

营造聊天的氛围 - 使用代称，例如我们、你们、他们。 将礼节误认为是权威或尊重。 

保持温暖的语气来讲述有人情味的故事和观察结果。 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受众，或者告诉受众应抱持什么感觉。 

饱含感情地撰写。 浮夸、捏造或夸大叙述。 

描述痛苦、危险和不公正。 贬低孩子的尊严或地位。 

采用真实的故事，尽可能使用真实姓名*。 
 

将某种情感或观点归因于某人，除非对方明确表达了这种情感或观

点。 

声明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挽救儿童的生命。 
 

过度使用相同的措词，应该想想以不同的方式来传达相同的讯息。 

例如：在这一切停止之前，我们不会休息 / 我们不会屈服 / 我们已经做好面对危险的

准备 / 我们在艰难的地方、艰难的时刻开展工作，在灾难面前，大声地说出来吧。 

采用“尽一切努力”或任何其他短语作为我们徽标下面的标语。 

 

 
* 参见第 68 页关于儿童保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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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 

我们的语气示例 

 

 

 

 

 

 

 
EBOLA DOESN’T 

STAND A CHANCE 
Our health worker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from Ebola. 
 

Text SAVE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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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气示例 续 

儿童的故事 

同样，图像随附的文字重点讲述儿童的故事和他们的观点。 

KIDNAPPED 
AND SOLD FOR SEX 

Hena’s* dad died when she was 11. 
At 15 she had to find work to support herself. 
Being a girl made her prey for sex traffickers 
and she ended up in a brothel. 

Help us reach every last child. 

*To protect Hena, we’ve changed her name 

and hidden her face. But we’ll fight for her 

right to feel no shame. Now 18, she has 

been rescued and is living in a shelter 

supported by Save the Children in 

Bangladesh. 

 HIS BED IS THE STREET, 
 HIS BREAKFAST 

 COMES FROM BINS 
 

 

 

 

 

 

 

 

 
When his dad died, Fiker came to Addis Ababa. His mum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feed the family and he wanted to pay his own way. 
He’s 12 years old. 

Help us reach every last child. 

 

 

 

 

 

 

 

 

 

 
 “SHE UNDERSTOOD 
 EVEN THE ADULTS 
 WERE AFRAID” 

 
When Arwa’s*  mum heard an armed group was heading for their 

village in Iraq, they fled. Now living in a camp, six-year-old Arwa 

comes to our safe space to play and get emotional support. 

She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who are often *To protect Arwa, we’ve changed her 

last to get the help they need. name. Her mum says she misses her 
best friend and has finally found other 
children to play with now that she can 

Help us reach every last child. come to our safe space 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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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 

我们的语气示例 续 

当我们不能展现儿童时 

当图像或标题不包括儿童时，我们
需要在正文中重点提到儿童，或者
考虑换一个标题。 

EBOLA DOESN’T 
STAND A CHANCE 

Our health worker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from Ebola. 

Text SAVE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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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气示例 续 

我们的书面语气示例 

示例 1 

当我在索马里弹痕累累的首都摩加迪沙遇到纳斯特哈
时，她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许多绝望的父母已经在处理持续的暴力事件，当山洪暴发
时，父母们发现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喂养自己的孩子，
山洪污染水源，破坏作物，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当纳斯特
哈的妈妈带着她匆忙赶到我们的诊所时，她已经羁患严重
营养不良。 

在你们的支持下，我们为这些家庭提供了紧急食物
和住所用品 - 还给纳斯特哈提供了药物和营养品，挽
救了她的生命。 

示例 2 

随着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在 2014 年面临着令人
难以置信的危险，我们的工作强度也几乎到达
了极限。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发挥出了全部潜能来帮助
儿童。我们应对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病
毒疫情暴发，还应对了新闻中看不到的种种
紧急情况 - 从危地马拉的干旱到中非共和国
的冲突 - 帮助因暴力事件而颠沛流离的中东
儿童获得重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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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 

姓名改变 

我们仅在下列情况才会变更儿童及其家人的姓名： 

风险三角形 

当我们使用真实姓名时，我们仍要注意保护儿童的
安全，确保我们不会透露全部三项身份识别信息：
全名、具体位置、肖像。我们原则上只使用名字
（不包括姓） - 对成人来说也一样（因为可以通过
他们识别儿童的身份）。如果我们提及名字的孩子
位于某个村庄、小镇或学校，那么我们不会提及该
村庄、小镇或学校的名称，只会提及它们所在的区
域或最近的城市。 

• 

• 

• 

• 

性虐待事件的受害者 

武装组织的成员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 

说过的话会将他们置于危险中，如报告虐待事件或批

评可能会实施打击报复的政府部门或团体 

在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下陷入冲突 

在没有人的陪伴下穿越边境 

• 

• 

在实践中，这的确意味着许多姓名被变更，但这个
过程受控于创造故事这个点，需要与国家工作人员
联络协商。切勿自行变更儿童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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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请采用下述字体 

针对标题 

• 主标题使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字体。 

• 标题可以全部大写，也可以

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可以全部大写。 
或者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若要获取这些字体： 

内部 

我们有供机构内部使用的全球字体许

可 – 有关许可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对于其他机构 

•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是一种 True 

Type 字体。 

Gill Sans Infant Std 是一种 Open 
Type  字体。 

这两种字体都可以从 Monotype 
购买。 

不要购买 Postscript 版本。 

Gill Sans Infant Std 
针对所有其他文字 

• 所有其他文字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 副标题、文本内容

和任何小文本（例如图注或页

码）。 

• 请注意：我们不再使用 Gill 

Sans MT。 

• 

常规 加粗 常规 倾斜 加粗 倾斜 • 

• 

针对数码显示的例外情形 

• 如果因技术问题或用户体验问题而

无法应用上述字体，请尽量采用

Arial 作为默认系统字体 – 针对数码

显示。 

Arial 
常规 加粗 常规 倾斜 加粗 倾斜 

 

mailto: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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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   

标题概览 

灵活使用大小写 

• 标题文字可以全部大写，或

者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 超过五行的长标题应当遵循句子

大小写规则，以便更易读。请尽

量令标题精简。 

大写 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标题框的布置 

• 可以水平移动和布置白色矩

形，以便与图像配合。 

灵活布置标题框 

 
何时采用标题框 

• 所有主标题和题目都应当采用标题

框。 

副标题或文本内容上面的标题不

必使用标题框，例如手册内页

（参见右侧的示例）。这种情况

下应采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字体，不

使用标题框，并且左对齐。 

• 

在初次展示品牌时使用标题框 
 

 

手册内页 主标题 
置于标题框内 

副标题/其他标题左对齐 

灰色代表图
像区域 

 

             

NO MOTHER NO MOTHER SHOULD  Their smile  Their smile  
SHOULD SEE  SEE HER CHILD DIE starts with you starts with you  
  HER CHILD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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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标题 全部大写  

标题设置 行距计算示例 

如果采用 50pt 的文

本，进行下列计算： 

50/100 x 90 = 

45。 

使用 45pt 行距。 

• 采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大

写，黑色，最多五行。 

文字行可以左对齐或错开

放置（参见示例）。 

将行距（字体连续行之间的距离）

设置为等于文本磅值的 90%。参见

最右边的示例。 

字符间距可以缩进至多-25*。 

* 技术建议：每单位的 -25 字符间距 = 
空格的 20/1000。 

• 

• 

• 

标题框 

我们将标题放在标题框中，如下所述： 

• 将圆角白色矩形放在每行文字后面。 

为了确定每个白色矩形的尺寸，

采用文字大写字母高度（C）作为

衡量标准。 

矩形边缘离所容纳字体的顶部、底部

和两边的距离应该等于 25%C。参见

右边的示例。 

将圆角半径（单位为 mm）调整

为文字尺寸的 2%。参见最右边的

示例。 

• 

圆角半径计算示例 

如果采用 50pt 的文

本，进行下列计算： 

50/100 x 2 = 1。 

将圆角半径设置为

1mm。 

• 

 

请注意：此处显示的
黑色框线不属于边框
的一部分 – 它们只是
起到说明的作用。 

 

 

 

 

 

 

 

 
圆角半径 

= 2%的 C（单位为 mm） 
 

25% C  

   
大写
字母
高度 C 

   

     

 

   
  

     将行距设置为文 

  本磅值的 90% 设置为黑色 

 
 

                  

错开放置标题可以移到右边或左边， 或者，让标题 最多五行。 

以便与图像配合。 左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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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标题 句子大小写 

标题设置 行距计算示例 

如果采用 50pt 的文

本，进行下列计算： 

50/100 x 98 = 

49。 

使用 49pt 行距。 

• 采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大

写，黑色。 

文字行可以左对齐或错开放

置。如果标题超过五行，则左

对齐。 

将行距（字体连续行之间的距离）

设置为等于文本磅值的 98%。参见

最右边的示例。 

字符间距可以缩进至多-25*。 

* 技术建议：每单位的 -25 字符间距 = 
空格的 20/1000。 

• 

• 

• 

标题框 请注意：此处显示
的黑色框线不属于
边框的一部分 – 它们
只是起到说明的作
用。 

• 遵循与设置大写标题的标题框

相同的原则（参见上一页）。 

heir smile 
• 对于句子大小写标题，彼此

重叠的所有矩形的顶部和底

部需要通过眼睛来调整。 starts with you 
 

尽可能确保它们在视觉上与字体

和剩余间距保持和谐。 

圆角半径 
= 2%的 C（单位为
mm） 

25% C  

  

 

  

  

  
大写
字母
高度 C 

  T 
  

将行距设置为文 

本磅值的 98%   设置为黑色 

  
 

 

 

 A world in 
 which every child 

 No mother 
 attains the right 
 to survival, protection, 

 should see  If WE DON'T  With your  development and 

 her child die  who will?  help...   participation. 
错开放置标题可以移到右边或左边， 或者，让标题 如果标题有五行或超过 

以便与图像配合。 左对齐。 五行，则左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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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标题 徽标位置 

我们的徽标应当置于标题后
面的显著位置上，作为行动
呼吁或认可。 

将我们的徽标置于标题下方 

CAP 
HEIGHT 
C 

• 

• 

这是首选的徽标位置。 

设置标题框时遵循第 71-72 页上的指

示。 

将另一个圆角白色矩形放在最下方的标题

矩形的下方，让其与该标题矩形保持右对

齐或左对齐。 

将徽标插入新的矩形中，让徽标的顶端与最

下方的标题矩形的底部对齐。 

采用文字大写字母高度（C）作为衡量标准，

围绕徽标的白色矩形与徽标的左边、右边和

底部的距离应该等于 25%C。 

徽标下面的白色矩形的尺寸可以变大或变

小，从而使得徽标的尺寸能相应地变化。 

• 

右对齐 

• 

• 

• 

请注意：此处显示的黑色框
线不属于边框的一部分 – 它们
只是起到说明的作用。 

左对齐 

请参见下一页的其他徽标位置。 

 

大写字母

高度 

C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我们的视觉形象标识   74  

字型   

主标题 徽标位置 

无法将徽标放在标题下方
时，遵循下面的原则。 

将我们的徽标置于标题上方 
25% C 

NO MOTHER 
S H O ULD SEE 

• 设置标题框时遵循第 71-72 页上的指
示。 

• 将另一个圆角白色矩形放在最上方的标题矩

形的上方。 

将徽标插入新的矩形中，让徽标的底部与第

一个标题文字的顶端对齐。 

采用文字大写字母高度（C）作为衡量标准，

围绕徽标的白色矩形与徽标的左边、右边和

顶部的距离应该等于 25%C。 

徽标下面的白色矩形的尺寸可以变大或变

小，从而使得徽标的尺寸能相应地变化。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将徽标与标题分

开，例如动画数码广告条、网站或行动呼吁

需要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时。 

参见第 38 页上的徽标定位例外情况。另

请参见第 81-84 页上的广告条指导原则。 

H E R C H I L D D I E 
CAP 
HEIGHT 
C 

• 

水平布置的对齐 

徽标位于标题上方时，水平布置的对齐方式比较

灵活，如下图所示。 

• 

• 

NO MOTHER 
SHOULD SEE 

HER CHILD DIE 

NO MOTHER 
SHOULD SEE 

HER CHILD DIE 

NO MOTHER 
SHOULD SEE 

HER CHILD DIE 

请注意：此处显示的黑色框线不
属于边框的一部分 – 它们只是起
到说明的作用。 

• 

当垂直空间有限时 

徽标置于标题右侧，与标题在同一标题框内。 

当垂直空间有限时 
25% C 

 

NO MOTHER SHOULD SEE HER CHILD DIE 
大写字
母高度 

C 

    

 

      

     

• 

 

大写字母

高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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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文本突出显示框 

使用带圆角的矩形来容纳我们想要
突出显示的文本。 

彩色突出显示框 

IF WE DON'T 
WHO WILL?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 需要突出简短的文本（例如行动呼吁）时，应

当将文本放在带圆角的红色矩形中。 

红色突出显示框可以位于图像上。 

使用红色背景时，应当使用带圆角的白色

矩形框线。 

• 

• 
WE DO 

WHATEVER IT TAKES 
Our health worker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from Ebola. 

注意图像没有圆角 带圆角的红色突出显
示框 

请注意：“圆角”原则仅适用于我们的标题框和突出显示框。圆角不用于“救助”渐变背景

区域（参见最右边的示例）、主要图像或容纳大量文本内容的淡黄褐彩色区域。 

Text SAVE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带圆角的白色框线突出显
示框 
with 圆角 “救助”渐变背景区域没

有圆角 

白色突出显示框 

• 额外的简短文本内容或行动呼吁可以放在带
圆角的白色突出显示框中。 标题 

• 白色突出显示框应当始终与主标题最下面的

线对齐。它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具体取决

于总体布局。 

红色突出显示框（与行动呼吁）始终与额外文本

内容框右对齐。 

在数码显示材料中，标题、额外文本内容框

和红色突出显示框可以彼此相距 22px。 

22px 

白色突出显
示框 

• 

22px 

• 红色突出显示
框中的行动呼
吁 

淡黄褐背景没有圆角 

 

  

  

带圆角的白色突出显示框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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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和色彩 

标题 

• 采用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 字体。 

置于标题框中的全部大写的标题采

用黑色。 

置于标题框中的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的标题采用黑色。某些标题可以用红

色。 

• 

不突出的标题可以没有标题框，
左对齐 
注意：行距可以增加到 100%磅值。 

不突出的标题可以设置为我们色
调中的其他色彩。 

• 

PAGE HEADING EXAMPLE 
Gill Sans Infant Std Regular，大写。 
字符间距在此处增加到 70。最多可以增加到 120。 

页面标题 
和副标题 

色彩方案示例 

• Use Gill Sans Infant Std 大写或遵循

句子大小写规则。 

字符间距可以变小或变大。使用我们色

彩色调中的任何色彩，但要确保整体版

面是红色。 

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必要时容纳多层标题

/副标题。 

页面标题 

页面标题  

页面标题  

页面标题 

副标题黑色 

副标题红色 

Page heading example 

Gill Sans Infant Std Regular，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 

• 
副标题枣红色 

副标题橘黄色 

此处显示的灰色只是为了举例说
明，为的是让文字易于辨认。 • 

文本内容 副标题示例 

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字体 

文本内容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字体，始终左对齐。 

关键词可以采用加粗或倾斜加强

突出，或者简单地将色彩变更为

我们色彩色调中的另一种色彩。 

对于行距，采用约+2，例如将 10pt

文本设置为 12pt 行距。 

文本内容可以采用黑色或白色或或者灰色。关键

词可以突出显示为红色或枣红。 

• 将项目编号设置为红色。 

在电子邮件或网页中，带下划线的红色文本被用来显

示链接，可以转到另一个页面/地方。 

• 所有文本内容均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字体，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左对齐。 

• 电子邮件的“活动文本”除外，电子邮

件的“活动文本”应该使用 Arial 字体 

采用黑色、白色或灰色（黑度不小于

50%）。 

关键词或句子可以采用加粗和/或我们色

彩色调中的任何色彩来加强突出。 

• 
将图注设置为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或加粗。 在这个形状中让

文本左对齐。 • 

 

页面标题 副标题白色 

        SET UPPER CASE 

             HEADLINES IN BLACK 

 

遵循句子大小写规则的标题 
采用黑色。 
某些标题可以采用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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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我们的版面样式以元素叠加为特点 
这有助于造成一种积极活跃的观感 

IF WE DON'T 
WHO WILL?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标题框 

• 

• 

覆盖红色渐变背景。 

覆盖图像，将图像与文本内容联系起来。 

注意：还可以覆盖“救助”圆环 
– 仅当标题框足够宽时（不是必须的） 

– 不要覆盖“救助”圆环的“缺口” 

• 
“救助”圆环 

• 

• 

覆盖图像 

覆盖白色边框 
图像 

• 覆盖红色渐变背景。 

红色渐变背景 

Photographer credit here 

白色边框 照片来源信息和法律

信息 • 

• 

环绕图像 

不能用在红色渐

变区域上 

• 位于图像下面一层，容纳文本内容 

注意：参见右侧的示意图。红色渐变 
(G) 的宽度应当为版面最长的边 (L) 
（高或宽）的 25-35%。 

G 
L 

• 如果目标地区要求提

供这些信息，则置于

图像上单独的位置 

G 

不要 
不要将各个元素分隔开。 
 

标题框应当覆盖图像和红色渐
变背景。 

 

图像应当覆盖红色渐变背
景。 

LOREM IPSUM 
DOLAR 

SID AMET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25- 
35% 

 

 

 

 

 

 
25-35% 

  

 
 

L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我们的视觉形象标识   78  

版面原则  

版面样式示例  

这些示例版面采用叠加原则，展示如何应用文本突出显示
框。 

带红色渐变背景的图像 

IF WE DON'T 
WHO WILL? 

 
Children in Syria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WE DO 
WHATEVER IT TAKES 

Our health workers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from Ebola. 

白色框线突出显示框 

红色渐变背景上面可以设置带圆角

的白色矩形框线，以此突出文本。 

25-35% 
高度 

Text SAVE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www.savethechildren.org 

25-35%版面宽度 

完整图像 

图像 

• 整页图像填满了版面。有限

的文本内容。 IF WE DON'T 
WHO WILL?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红色突出显示框 

• 图像上面可以设置带圆角的

红色矩形，以此突出行动呼

吁。 

白色突出显示框 

• 图像上面可以设置带圆角的白色矩

形，以此容纳额外的文本内容或行动

呼吁。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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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不突出的版面 

对于不突出的版面，例如叙述性材料的内页，“救助”圆环和框的使用可以有更
大的灵活性，但是不同的元素还是需要叠加。 

下面是几个示例： 

不要 

不要整齐布置和限定各个元素。元素叠加是我们的视觉样式的
一个重要方面。 

在某些应用程序中比较难实现元素叠加，例如 Microsoft®  Word，但
是尽量还是要采用我们推荐的样式。 

 

所有元素整齐布置  
 

 

 
副标题  

Mus adit arum exerum facim 
resequate voles inci nonsequi 
res maximin ciissitatus ex 
eiur molupta temperitam 
natur magnatusam audiorro 
iunte laturem oleste natia 
exerciis et prat et fuga. Senem 
fugitae con eossitatur as est 
deliciundio odis quos accupta 
porest fuga.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nonsenetur?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doluptatur? 

Optatem que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volorero erum 

 

 
所有元素 
整齐布置 

 
Mus adit arum exerum facim    volorero erumNullam             Endi restem non repro et 
resequate voles inci                ea ab impore voluptur             fugiam essit raecatem et 
nonsequi res maximin             re, aut dolore dolorerum         fugiandis restem volenis 
ciissitatus ex eiur molupta        dolectem aut es prate             verrovident arum, . 

temperitam natur quiates experupis si omnissi      副标题  magnatusam 
audiorro iunte     que prendi comnihi ligenis        Nonsequas precusa vollenis laturem 
oleste natia exerciis     rehenis earum harione            pe molent et assima dusam, et prat 

et fuga. Senem             cuptaero odiatur as re,.           simus aut officaborro 
fugitae con 

eossitatur as         Nustiori occullore cor ape       mi, con exped minvel est 
est deliciundio odis quos          optatem poreium labor rest,    remquo dendistio volutem 
accupta porest fuga.               alitibus, inctiae nem nonsedis    as ipsae aut alit aceribus, sin 

副标题  acid molupta tibeatibusam       eos iundi inus.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quibus sequi voluptatis            Apel eliquis expla sitatem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elluptio odit eum alis              voluptam, nemodi optati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eaquias que sim labore non      alibusam quaspellab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resedit magnihil moditam        ipsunt, id mint odicit odis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autasitas iusaperest                porende nonsedi tatur? Qui 
nonsenetur? aligendae niscidi restrum         nectata tiandae ceaquas 

nonsernatint mod molor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sunte et aliquo tem qui quo      perum, nonecep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eostiunt moluptatur? Beata 
doluptatur?Optatem que         velecepres ut labori cuptas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alit mod ute.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副标题  

Mus adit arum exerum facim 
resequate voles inci nonsequi 
res maximin ciissitatus ex 
eiur molupta temperitam 
natur magnatusam audiorro 
iunte laturem oleste natia 
exerciis et prat et fuga. Senem 
fugitae con eossitatur as est 
deliciundio odis quos accupta 
porest fuga.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nonsenetur?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doluptatur? 

 

副标题  

Optatem que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volorero erum 

Eperumque ea quae im 
quatque que qui nusaperum 
dolorib usamus, quae autem 
rerit omnimod ipsum, sum 
qui beatem volo vent quosto.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cor moluptis. 

 所有元素 
整齐布置 

 

 
图像叠加在红色渐变背景上 

 

 

 
副标题 

Mus adit arum exerum facim 

resequate voles inci nonsequi 
res maximin ciissitatus ex 

eiur molupta temperitam 
natur magnatusam audiorro 
iunte laturem oleste natia 

exerciis et prat et fuga. Senem 
fugitae con eossitatur as est 
deliciundio odis quos accupta 
porest fuga.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nonsenetur?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doluptatur? 

Optatem que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volorero erum 

 

 
 
淡黄褐背景叠加在红色

渐变背景上 

 
Mus adit arum exerum       ea ab impore voluptur Endi restem non repro et 

facim resequate voles         re, aut dolore dolorerum         fugiam essit raecatem et 

inci nonsequi res dolectem aut es prate fugiandis restem volenis 
quiates experupis si omnissi      verrovident arum, . 

maximin ciissitatus ex        que prendi comnihi ligenis 
eiur molupta temperitam    rehenis earum harione 

副标题
 

natur magnatusam cuptaero odiatur as re,. 
Nonsequas precusa vollenis

 
pe molent et assima dusam, 

audiorro iunte Nustiori occullore cor ape       simus aut officaborro 

副标题 optatem poreium labor rest,     mi, con exped minvel est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alitibus, inctiae nem nonsedis    remquo dendistio volutem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acid molupta tibeatibusam       as ipsae aut alit aceribus, sin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quibus sequi voluptatis eos iundi inus.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elluptio odit eum alis 
Apel eliquis expla sitatem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eaquias que sim labore non      
voluptam, nemodi optati 

nonsenetur? resedit magnihil moditam         
alibusam quaspellab ipsunt, 

autasitas iusaperest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aligendae niscidi restrum         

id mint odicit odis porende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nonsernatint mod molor 
nonsedi tatur? Qui nectata 

doluptatur?Optatem que sunte et aliquo tem qui quo      
tiandae ceaquas perum,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eostiunt moluptatur? Beata      
nonecep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velecepres ut labori cuptas 
volorero erumNullam alit mod ute. 

 

标题框 
叠加在上面 

副标题 

Mus adit arum exerum facim 
resequate voles inci nonsequi 
res maximin ciissitatus ex 
eiur molupta temperitam 
natur magnatusam audiorro 
iunte laturem oleste natia 
exerciis et prat et fuga. Senem 
fugitae con eossitatur as est 
deliciundio odis quos accupta 
porest fuga. 

Et dollit esciaesti delibus 
duciis que voloruptat etur 
maxim quosam res di dipsus 
cor moluptis dic te latiis 
eserspelique sunt, non non 
nonsenetur? 

Sundesti aliquo eicaepudae 
dolestios magnate mporenis 
doluptatur? 

Optatem que cuptat a volut 
el ipsanim inusciate veliquos 
molori volorero 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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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数码格式版面 

数码图像 

所有数码图像的分辨率必须为 72dpi。
网站和电子邮件的图像遵循与印刷图像
相同的原则。不过，对于数码广告条，
单个图像必须在许多不同的形状之间转
换，因此请选择具备以下条件的图像： 

MPU 竖直广告条 

• 图像在顶

端扩展 

• 给文字内容留下充足的空间 

• 通常而言，单个人物效果最好，尤其是在

静态广告条中。 

聚焦点周围有足够的额外图像（或者在边

缘可以轻松地复制/添加其他内容），这样

即使用于特殊格式也不需要对人物进行裁

剪。 

对于一些图像，可能有必要采用颜色渐

变，以便为特殊格式扩展图像背景。 

• 

• 单个人物 通栏广告条 

• 图像在两边扩展 • 轻松扩展没有裁剪的图像 

• 

不要 MPU 竖直广告条 
• 文字内容会盖住某人的脸部 • 无法轻松地

在顶端或底

部扩展图像 

• 

• 

• 

不止一个人物 

图像在顶端和底部进行了裁剪 

无法轻松地在顶端、底部或

两边扩展图像 

通栏广告条 

• 人物被裁剪掉，没有更多图像填充

空间，无法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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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数码格式版面 续 

静止/单张画面的广告条 –示例 
70%白色背景和 30%红色渐变 

• 在竖直广告条上，徽标可以放在顶端 – 否则，文本内

容的最后一个单词将决定徽标的尺寸。 

另外，尽量避免使用比较长的单词（如

“preventable”），因为最长的单词决定了文本内

容的长度。 

还请尽量让文字内容保持最少，即使内容太长也

一样。 

竖直广告条 

120x600 和 160x600px 

4 px 边框 • 

• 

MPU - 300x250px 

6px 边框 

手机 - 300x50 或 320x50px 

在含文本内容的手机广告条上，采用两个画面的

gif。不需要将徽标与文本内容锁定在一起。 

2px 边框 

43px 

8px 8px 

通栏广告条 - 728x90px 

谨记：文本内容越小，徽标也就越小，因此尽量缩短广告条的文本内容（此处的徽标是最小尺寸）。 

20px 32px 

32px 104px 

20 px 114px 4 px 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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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数码格式版面 续 

静止/单张画面的广告条 –示例 
30%白色背景和 70%红色渐变 

竖直广告条 

120x600 and 160x600px 

当发起紧急救援呼吁行动时，可能需要使用这类广告条。采用更多的红色，也可以在广
告条的底部注明危机的名称。不过，这类广告条也可以用于其他情况。 

MPU - 300x250px 
手机 - 300x50 或 320x50px 

在含文本内容的手机广告条上，采用两个画面的

gif。不需要将徽标与文本内容锁定在一起。 

2px 边框 

6px 边框 

8px 

43px 

8px 

14px 

通栏广告条 - 728x90px 
17px 

200px 

4 px 边框 14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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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数码格式版面 续 

动画式多画面的广告条示例 

徽标被锁定在左下方，因为不太适合在每个画面上都将徽标锁定在文本内容下面。 

这样做既可以让徽标出现在每个画面上，又不会干扰讯息的显示。 

“救助”圆环不必出现在动画式广告条的每个画面上。 

• 

• 

• 

标题在图像上以动画
形式展示。 

随着新标题以动画形式出
现，前一个标题会淡出。 

随着“救助”圆环以动画形式
出现，新图像会淡入。 

标题在“救助”圆环上
以动画形式展示。 

通栏广告条和竖直广告条： 

徽标和行动呼吁锁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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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原则  

数码格式版面 续 

动画式广告条示例 

应用这些原则时，文本内容和徽标比图像显得更为突出。 

例如： 

可以将徽标与文本内容分开，然后按下列方式锁定。 

通栏广告条和竖直广告条: 

徽标和行动呼吁锁定示例 

 

DONATE 
 

 

 

 

 

 

 

 

 

 

 

 

 

 

 
DONATE NOW 

 

 

 

 

 

 

 

 

 

 

 

 

 

 

 

 

 

 

 

 

 

 

 

 

 

 

 

 

 

 

 
 

DONATE 

 

 

 

DONAT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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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图表 

所有的图形资产都从我们的
品牌标志中汲取灵感，创造
救助儿童会独特的综合视觉
语言。 

图标 

“救助”圆环 图表 

25% 20%
 

NO PROGRESS           COMPLETED 

54%
 

INCOMPLETE 

PROGRESS 

23%    46%
 58%    89%

 

89% 项目服务 

6% 筹资 20%
 

4.6% 管理和日常运作 

89%
 

辅助图形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我们的图形元素和图案主要

由创意部门创建并在专业设

计的材料中使用。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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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图表   

图标样式 

图标采用与我们的品牌标志和救
助”圆环相同的特征： 

品牌标志和“救助”圆环的关键特征 

尾端
形状 

尾端
形状 

细 粗 • 

• 

• 

粗/细线宽。 

圆形但不可分割的尾端形状。 

不存在自然尾端时，添加一
个“缺口”。 

尾端形
状 

细 

缺口 
尾端形状
和缺口 

粗 

请注意： 

这是一个全球图标样

式，需要在我们所有工

作地区统一使用。 

可以制作新图标，但要

遵循第 87 页上的图标

制作指南。 

图标示例 

参见下一页上有关制作图标的分步

骤指南。 

针对数码显示 

• 数码图标的最小尺寸是
25-30px，具体取决于个体
图标。 

例如，简单的心形或水滴形状小一点没关系，
而更复杂的东西（如帐篷）不应小于 30px，这
样易于辨认。 

30x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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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图表   

图标制作 

遵循下面简单的分步骤流程，可以制作具有我们独
特样式的图标： 

圆角 

更细 
应用尾端
样式 

添加缺
口，应用
尾端样式 

1 
• 

• 

2 
• 

3 
• 

4 
• 

5 
• 勾勒初始线条形状。 

或从资料馆下载图标，作

为形状的基础。 

或使用现有图标作为起

点（如果有的话）。 

勾画出图标轮廓，制

作一份可编辑矢量文

件。 

移动一些边缘，微调矢

量文件。 

目标是仿照“救助”圆环

的特征制作一份粗/细形

状（参见下文）。 

对于任何尾端，使用

与“救助”圆环尾端相

同的样式。 

如果图标上没有尾端，或

者感觉不足以识别为“救

助儿童会”，可以添加一

个缺口，以此创造两个尾

端。 

同样，始终采用与“救助”

圆环尾端相同的样式（参

见下文）。 

• 

尾端
形状
样式 

• 

• 

• 这些尾端形状只是一个

起点。可以旋转和翻转

它们来符合图标要求。 

完成后，删除初始轮廓

（步骤 1 至 3 中显示为灰

色），给新图标涂上颜

色。 

细 粗 

“救助”
圆环 “救助”

圆环 
细 • 

尾端形状
和缺口 

粗 

将任何尖角调成圆角。 •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我们的视觉形象标识   88  

图标和图表   

辅助图形和图表
PORTING 

突出显示框 线条和箭头 
尾端
形状
样式 

• 我们想要突出的文本内容可以
放在带圆角的红色矩形内。 

• 

• 

使用与“救助”圆环尾端相同的样式。 

让线条的一端比另一端稍粗。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 在红色背景上，使用带圆

角的白色矩形框线。 
不要让边角太圆。 

Text SAVE GAZA to 08551 

to DONATE £5 now. 
使用尾端形状 

制作更长或更短的线条时，小心保持相同的尾端形状，不要

让它们变形。 • 额外行动呼吁文本内容 

可以放在白色突出显

示框中。 

饼图 

79 % 25%
 

NO PROGRESS 

20%
 

COMPLETED 

• 

• 

将任何尖角调成圆角。 

让形状稍微看起来不可分割。 

尽可能仿照“救助”圆环的样式

（参见最右边的形状）。 

20%
 20%

 of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hildren 
and Disasters formed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remain 
unfulfilled. 

89 % 
54%

 
INCOMPLETE 

PROGRESS 

• 

89% Programme Services 

6% Fundraising 

4.6% Management & General 圆角 

条形图 

• 确保条形有圆角。 

89%
 

圆角 

58%
 

46%
 

23%
 

23%    46%
 58%

 89%
 23%    46%    5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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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图表   

辅助图形  数码按钮 

网页/电子邮件“行动呼吁”按钮 数码广告条上的“行动呼吁”按钮 

按钮在水平方向可以更长或更短，具体取决于文本内容的长度（但

高度必须保持不变）。 

主要“行动呼吁”按钮 

• ‘行动呼吁’数码按钮（网页、电子邮件和广告条） 
• MPU 按钮 

116x26px  在白色背景上应当填充#da291c  
文本大小 12pt 

DONATE NOW D 宽
度的
150% 

116x26px  在红色渐变背景上应当填充#a5100c  
文本大小 12pt 

圆角 Gill Sans Infant 
MT Bold  
至少 13px 

D 高度
的
150% 

 

• 手机和通栏广告条长按钮 

次要“行动呼吁”按钮 

• 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使用不带圆角的按钮。尽可能使用如上所示

的圆角。 

140x34px  在白色背景上应当填充#da291c  
文本大小 13pt 

140x34px  在红色渐变背景上应当填充
#a5100c 和白色 1px 边框  
文本大小 13pt 

FIND OUT MORE F 的高度 

• 竖直广告条和通栏广告条方形按钮 

80x50px   在白色背景上应当填充#da291c  
文本大小 13pt 

80x50px   在红色渐变背景上应当填充
#a5100c 和白色 1px 边框   
文本大小 13pt 

 
DONATE 
NOW 

 

 
DONATE 
NOW 

 

 

与号召或行动呼吁相关内容结合使

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Bold •  与副标题相同的大写字母高度 
至少 13px •  Gill Sans Infant Std Bold 

• 至少 13 px 

FIND OUT MORE 

 

 

 

DONATE NOW 
 

 
DONATE NOW 

 

 
DONATE NOW 

 

   

  

 

D 的高度  D 
  

 
DONATE NOW 

 

 
DONAT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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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和图表   

比较统计图表 

比较统计图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展示： 

1. “救助”圆环相关的样式 

参见第 88 页 

2. 剪影式 – 来自资料库 

• 采用栩栩如生的剪影通常可以进一步激发对信息的情感融入。 

更多示例 

Children attending school in Africa 

79 79 % % Malaria deaths 

25% 20%
 

NO PROGRESS COMPLETED of the of the 
800,000 recommendations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hildren 
and Disasters formed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remain 
unfulfilled. 

54 
r ecommendations % 104 20 25 % % 
by the National 400,000 

60 Commision on Children 
and Disasters formed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remain 
unfulfilled. 

54%
 

INCOMPLETE 

PROGRESS 

MILLION 
MILLION Year: 2000 Year: 2015 COMPLETED NO 

PROGRESS 

2000 2015 

INCOMPLETE 

PROGRESS • 以不同尺寸展示相同的形状可以非常有效地阐述统

计数据。 

How the funds are spent 

89% Programme Services 

6% Fundraising 

4.6% Management & General 

89%
 

这种样式起辅助作用 – 主

要还是使用图表进行比

较统计。 

它可以用于图标以外的其
他地方，只要有助于交流
讯息即可。 

89%
 

89% Programme Services 

6% Fundraising 

4.6% Management & General 

6 % 

4.6%
 

• 这种样式一定要采用

逼真的形状。 

不要 

不要使用不逼真的形状、剪辑
艺术风格或过度说明性的风
格。保持简单而逼真。 

  

 



 

 

 

 

 

 

 
 

LEARN HEALTHY 
Healthy Choices gives kids a healthy start 

IN PARTNERSHIP WITH 

in life with knowledge of healthy eating. Start 

 
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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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品牌 

当救助儿童会领导合作伙伴关
系时，我们的视觉形象标识会
以下列方式之一应用于所有材
料。 

50/50 出资比例 

对于这种出资比例，徽标大小

要相同 

合作伙伴的出资较少 

如果出资比例低于 50%，合作伙伴徽标应当为我

们的徽标的 50%大小 

合作伙伴徽标的比例/大

小应与合作伙伴的投资

额保持一致。 

合作伙伴徽标应该与我们的徽

标大小相同或者更小 - 切勿更

大。 

LEARN HEALTHY 
IN PARTNERSHIP WITH 

LEARN HEALTHY 
IN PARTNERSHIP WITH 

LEARN HEALTHY 
Start 

Healthy Choices gives kids a healthy start 

in life with knowledge of healthy eating. 
IN PARTNERSHIP WITH 

Healthy Choices gives kids a healthy start 

in life with knowledge of healthy eating. 

Start 
Healthy Choices gives kids a healthy start 

in life with knowledge of healthy eating. 救助儿童会徽标 www.savethechildren.org www.savethechildren.org www.savethechildren.org 

• 救助儿童会徽标应该像在救助儿童

会所有交流材料中一样得到应用。 

请参见第 34-38 页上的徽标指南，以及

第 73-74 页上的进一步定位指南。 

确保救助儿童会徽标位于合作伙伴徽

标的上方或左方。 

应用了视

觉形象标

识 

我们的徽标

在左方 

合作伙伴徽标的大小

大致与我们徽标相同 

合作伙伴徽标的大

小大致是我们徽标

的 50% 

或者，我们徽标位于

合作伙伴徽标的上方 
• 

可以在合作伙伴徽标旁边设

置一些文字，如：“联合

方”、“合作方”或“支持
方”。 

这有助于阐明救助儿童会是主

品牌。 

国家项目示例 • 

此处的文字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规、
全部大写字体。 

IN PARTNERSHIP WITH 

合作伙伴徽标 

• 遵守合作伙伴徽标指南。 

• 合作伙伴徽标和/或名称应当在我们

徽标之后出现。位置应当在我们徽

标的下方或右方。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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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品牌   

在合作伙伴资料中使用我们的徽标 
 

当合作伙伴品牌领导合作伙
伴关系时，他们将在材料中
使用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标
识。 

请分享我们的徽标指南，确
保我们的徽标被放置在适当
的位置且具有易读性。 

应用合作

伙伴定制

的设计图

样 

应用了“Read on, 

Get on”联盟视觉

形象标识 

• 请参见第 34-38 页上的徽标

指南。 

确保采用我们徽标的官方图

样。 

合作伙伴的指南将说明我们

的徽标会放在什么位置。 

• 

合作伙伴徽

标和救助儿

童会徽标同

等重要 

• 合作伙伴徽

标 

我们的徽标 

该交流材料是合作伙伴的品牌，获得了救助

儿童会的支持。 

这是用于联盟项目的一份交流材料。该项目

并非救助儿童会所拥有。 

项目有一个新的标识，不同于救助儿童会的标识。 

它是产品品牌，从联盟两个合作伙伴救助儿童会和

NAHT获得了同等的支持。 

可以在我们的徽标旁边设置一
些文字，如：“联合方”、
“合作方”或“支持方”。 

这有助于阐明救助儿童会是受邀

合作品牌。 

国家项目示例 

如果合作伙伴允许的

话，此处的文字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常

规、全部大写字体。 

IN PARTNERSHIP WITH 

   

Helping children read 
 
 

We’re getting UK children reading 
to give them a brighter future 

 

 

 

 

 

 

 

 

 
www.readongeton.org.uk 

 

  

  

 

 

 

     

  

  

  

 

 

http://www.readongeto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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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活动的宣传 

救助儿童会的产品和活动宣传可
以： 

a) 遵循我们全套视觉形象标识原则 

– 但要将我们的徽标放在活动名称上方，

或者 

b) 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定制的

图案和标题样式，将它们与我们通常

的交流材料区分开来。 

应用选项 b 时： 

a) 遵循全套视觉形象标识原则 b) 定制的图案和标题样式 

红色边框 

我们的徽标
在标题上方
很突出 

白色边框 

事件特定图案 

事件特定标题
样式 

将我们的徽
标放在活动名
称上方 

• 

• 

在图案中采用我们的核心红色。 

用红色边框（“救助”渐变背景或纯红色）

围绕一部分设计内容。 

给版面剩余部分应用白色边框。 

将救助儿童会徽标突出地放在活动名称上

方。 

MEMBERS 
MEETING 2016 • 

OUR CHILDREN, OUR FUTURE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OUR GLOBAL GOALS 
• 

这既可以让我们的核心品牌占据主

导地位，又能让这些产品和事件建

立自己独特的样式。 

JUNE 3-6, 2016 

NEW YORK CITY, USA 

不要 
缺少白色边框。 

救助儿童会徽标不是
很突出或者没有得到
充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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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活动的宣传   

系列产品  

徽标和标题框 

系列产品（像简报或杂志）
可能需要同时具备产品名称
和标题。 

在这些情况下，产品名称可以
放在标题框外面。标题仍然放
在标题框内。 

徽标可以突出地放在产品
名称上面或旁边。 

这些情况下没有将标题放在标题框内。 徽标被突出地放在产品名称上面或

旁边。 

FALL 2016 

INSIDER G ifts of Joy 
HOLIDAY 2016 

SavetheChi ldren.org/Gif ts 

NEWSLETTER 

These fun, 
unforgettable gifts 
transform lives! 

标题 
在此处 

Connected Ga Necae. 
Ita volupid Nobit eatur 

EVERY 
DAY 
earcitas  

idit audi adi 
omnimo tem 

velest vel 

IN TIMES 
OF CRISIS 
earcitas  

idit audi adi 
omnimo tem 

velest vel 

FOR OUR 
FUTURE 
earcitas  

idit audi adi 
omnimo tem 

velest vel 

WILL MATCH YOUR GIFT   X2 

标题被放在标题框内，没有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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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 
电影和视频 
原则 

本节重点介绍如何在视觉
媒体中展现我们的身份。 

96 

97 

98 

99 

100 

开场标识和动态徽标  

一直显示的徽标和行动呼吁 

叙述性文字 

姓名/身份信息和字幕 

结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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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标识和动态徽标  

电视、电影和视频等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展示我
们的工作，使我们的故事栩栩如生。它们还提
供一个平台来展示和提升我们的品牌，因此影
视作品一定要遵循我们全球品牌视觉形象标识
的原则。 

本节将介绍如何让品牌在电视、电影和视频应用中变得鲜活

的技术细节。 

开场标识 

制作在线电影时，建议使用品牌标题开场标识来识别我们

的品牌，并将我们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 

所有影视作品应以徽标动画开始，背景色为白色并且“救

助”渐变背景，或者以黑色为背景。在动画结束时，采用

简单的淡出，然后进入正片。 

应当适度地使用动态徽标。确保采用合适的色彩方案作为背景。 

动态徽标 

品牌动态徽标应当适度地用于品牌电影和在线视频

应用程序。 

技术规格、示例和项目文件可在全球品牌工具包

中找到。 
应当采用简单的淡入淡出作为开场与正片之间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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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显示的徽标和行动呼吁   

一直显示的徽标 

如果适合采用一直显示的徽标，则徽标应当在开场画

面消失后淡入 5 秒。 

一直显示的徽标和行动呼吁 

当徽标和行动呼吁必须在电影中一直显示时，应当将其置于屏幕一角的一个标

题框内，错开放置。不应当靠在画面边缘，而应当按指导原则的指示留出一点

儿空白。 

• 一直显示的徽标应当始终包含红色品牌标志和白色

文字。 

“救助”圆环的高度为 100 像素。 

75%不透明度 

最好是位于标题的左上方（可以安全地避开屏幕上的其他

文字，同时提升品牌）。 

必要时可以放在其他角落。 

• 行动呼吁文字的字体应当是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黑色）或 Gill Sans Infant Std（黑色/红色）。 

标题框始终应当比大写字母区域大 25%。 

标题框的四个角要有 8%幅度的圆角。（即，如果文字高度为

100 像素，则圆角缩进 8 像素） 

参考如何在标题框内使用文字和徽标的印刷指南 

行动呼吁可以根据需要淡入/淡出。 

• 

• 

• 

• 

• 

• 

• 
• 

 Text ‘SAVE’ to 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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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性文字 

在静止画面和移动画面中，叙述性文字应当出现

在标题框中，按照设计指导原则（如错开放置、

左对齐等）安排文字的位置。 

• 每个画面上的标题框不能超过一个。 

“救助”红色可以用作强调或突出目的。 

在白色背景下，叙述性文字应当为黑色。 

在黑色或红色背景下，叙述性文字应当在白

色标题框内显示为黑色。 

在白色背景下，叙述性文字在无框时应当显

示为黑/红色。 

字体应当是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大写或者遵循句子大小

写规则），在 1920x1080 分辨率的情况下大

小为 72pt 以上。 

标题框始终应当比大写字母区域大 25%。 

标题框的四个角要有 8%幅度的圆角。

（即，如果文字高度为 100 像素，则圆角缩

进 8 像素） 

• 

• 

WE'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LIVES 

• 

• 

• 

• 

•  

 

 

 

 

 

EVERY CHILD DESERVE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WE'RE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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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身份信息和字幕 

姓名 / 身份信息 

如果需要显示人物的个人信息，姓名和工作职位应当放置在白框

内，如下图所示。工作职位信息的位置和标题框文字的错开放置应

当契合画面的整体构成。 

字幕 

根据当前的文本内容指导原则，字幕应当采用 Gill Sans 

Infant Std 字体，且位于 50%不透明度的黑框中，以确保易

读性。 

• 在高分辨率画面中，字幕的高度应当为 80 像素 – 从字母

“b”的顶部到“g”的底部。 

黑框的面积始终要比文字大 25%，即 20 像素，采用方

角。 

所有字幕均应位于同一行上，字号应当足够大，以确保

在所有尺寸的屏幕上均易读。 

• 姓名的字体应当是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80pt，大小写，“救助”红色。 

工作职位的字体应当是 Trade Gothic LT Com Bold Condensed 

No.20，60pt，全部大写，黑色。 

标题框始终应当比大写字母区域大 25%。 

标题框的四个角要有 8%幅度的圆角。（即，如果文字高度为 100

像素，则圆角缩进 8 像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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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标识 

结尾标识 

所有影视作品的结尾都应当淡入白色、黑色或“救助”渐变

背景并且显示徽标动画。任何额外的联系信息（即 URL）

应当在徽标动画结束后出现，字体应当是 Gill Sans 

Infant。 

 

 

 

 

 

 

 

 
Savethe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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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样例 

本节提供的样例旨在让您大致
了解我们的品牌视觉形象标识在
不同平台的应用。 

102 

103 

112 

120 

122 

我们的品牌概览 

数字媒体 

印刷媒体  

对外发行 

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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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我们的品牌概览 

杂志广告 

报纸广告 

网站 

网页广告条 

手册 
地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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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网站 

台式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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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网站 

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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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网站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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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广告条  

MPU - 300x250px 竖直广告条 

120x600 和 160x600px 

通栏广告条 - 728x9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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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FACEBOOK 

标题图像 - 851 x 315px 在台式电脑上的显示效果 

发帖 - 1200 x 628px 在手机上的显示效果 

发帖采用 20% Facebook 文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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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TWITTER 

首页图片 - 1500 x 421px 在台式电脑上的显示效果 

图片站点 - 1235x350 

TWEET 发帖 - 1024 x 512px 在手机上的显示效果 

不要不当地放置图像，否

则可能看起来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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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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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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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捐赠表单 

捐赠表单要显而易见并且易于使用 
– 将任务分为多个小步骤，尽量减
少操作次数。 个人化 

使用标签样式来实现输

入。捐赠频率。 

金额选项 

描述影响：这里提供即时反馈，让用

户知道他们捐赠的钱的去向 

输入栏 

关键行动呼吁 

PayPal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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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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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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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户外广告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设计样例   115  

印刷媒体  

年度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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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年度报告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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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传单 

 SAMUEL’S 
 STORY 

 RAHAF’S  
 STORY 
Before 11-year-old Rahaf had to flee 

her home in Iraq, she and her best 

friend Fatima were top of their class 

at school.They played and drew 

together and helped each other with 

their homework. When the shelling 

started, Rahaf was so frightened 

she couldn’t eat or drink. Her mum 

says that, in the ten days the family 

spent hiding in a mosque near their 

home, they could hear continuous 

explosions, and Rahaf barely spoke. 

When their neighbours’ house was 

burned to the ground the family 

finally fled.They walked for days, 

eating only stale bread, to a refugee 

Before Ebola came to Sierra Leone, 

15-year-old Samuel lived with his 

family and went to school.When  

he slipped and hurt his leg, he got 

an infection.With no money for a 

doctor, he travelled to Guinea to 

see a traditional healer, who gave 

him medicine that didn’t work. He 

came back to find his mum and gran 

sick.Within a week his gran died, 

and three weeks later his mum too. 

“Only my aunt was left. She took 

care of me. But people were dying 

all around,” Samuel says.“I was 

so afraid.” Samuel was shunned 

by a community gripped by fear. 

His house and belongings were 

burned as they tried to stop the 

illness spreading, and his leg grew 

worse. By the time we found him 

and got him to hospital it had to 

be amputated.“I wasn’t afraid,” he 

says.“I’d been in so much pain for so 

long and I knew, after the operation 

I would get better. Save the Children 

found me and my aunty a place 

to live and gave me a wheelchair, 

clothes, a bed, food, books, pencils – 

everything. If they hadn’t found me I 

wouldn’t have survived.” 

camp where they’ve lived since 2014. 

Rahaf now comes to a children’s 

space we run in the camp, where 

she feels safe and can sit with a pen 

and paper again.“Whenever I read 

or write now I remember Fatima,” 

she says, but she does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er friend in the chaos 

and violence.“I feel sad and want to 

say ‘I love you Fatima.’” 

Rahaf ’s home is now a refugee 

camp, where she isn’t getting 

the education she needs. 

Discrimination has robbed 

her of her chance to learn. 

Samuel lost his leg because 

poverty, and the stigma 

of Ebola, denied him vital 

healthcare. Discrimination has 

changed his lif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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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US REACH 
EVERY LAST CHILD 
Will you stand with the 
world’s forgotten children? 

 

These are the children you never see or 
hear from.They’re the most vulnerable 

– the last to get life-saving help. 
 

They’re being left behind, because of where 
they’re born, their gender, ethnicity, religion or 
physical ability, or they’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For many children that means 
they’re pushed further into poverty. 

 

This is discrimination and it can be deadly. 
It means childr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the 
basics they need. It can leave them without 
food, water and shelter. It can rob them of the 
chance to see a doctor or go to school – the 
chance to decide their own future. 

 

These forgotten children are often the 
hardest to reach. 

 

 

 

 

 

 

 HELP US 
 REACH EVERY 

 LAST CHILD 
out the discrimination they face. 

Take action now at 
savethechildren.org.uk/every-last-child 

#EveryLastChild 

THE WORLD’S FORGOTTEN 
CHILDREN NEED YOU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With your help, over the next three 

progress. Since 1990, we’ve halved years, we’ll help get life-saving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befor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to the 

they’re five. Malnutrition is down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more children are in school. The UK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its part in three ways: 

But our biggest challenge 

is still in front of us. 
• Champion a fair global tax system 

that can raise the money to give 

children the healthcare, protection 

The children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and education they need. 

by this progress are the hardest to 

reach.They’re being discriminated • Build the power of children and their 

against because of who they ar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have 

or where they live.These are the   a say in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m. 

children we have to focus on now. 

• Make sure UK aid is focused on 

reaching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We need your support more than 
ever to save children’s lives. 

Together we can get the world talking 
about forgotten children and help stamp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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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海报 

STAND WITH 
THE WORLD’S 
FORGOTTEN 

CHILDREN 

SIGN OUR PETITION CARDS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Since 1990, we’ve 
halve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before they’re five. 

But our biggest challenge 

is in front of us.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is progress are the hardest 

to reach – forgotten because 

of  who or where they are. 

With your help, we’ll change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these 

forgotten children. 

But the UK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its part. 

Sign our petition cards 
calling on the Prime 
Minister to stand 
with every last child. 

savethechildren.org.uk/every-last-child 
Registered Charity No. 21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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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体  

下拉展示广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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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用品   

衣服 

T 恤衫  绒衣 

前面 后面 

帽子 

前面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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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用品   

印有品牌的用品 

袋子 汽车贴纸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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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使用  

文件和海报   

海报模板 多功能模板- 封面 报告模板- 封面 报告模板- 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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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使用  

信笺 

信头和续页、致意便条、名片 信封 

  

  

  

  

 

 

 

 

 



救助儿童会品牌标识指南  I 设计样例   124  

内部使用  

幻灯片 

首页 大纲页 分节页 

信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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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 

资源 
下面几页展示了可用的图
样资源及其文件名。 

126 

127 

128 

129 

概览  

徽标  

图形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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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可用的图样资源包
括： 

徽标 

• 

• 

• 

救助儿童会徽标  

Rädda Barnen 徽标（瑞典） 

Redd Barna 徽标（挪威） 

救助儿童会徽标 Rädda Barnen 徽标 Redd Barna 徽标 

参见第 127 页 

图形 

• 

• 

• 

“救助”圆环  

图标 

线条和箭头样式 
参见第 128 页 

色彩 

色调“.ase”文件，可加载到

InDesign® 、Illustrator®  和

其他采用下列方案的设计软

件中：  

– Pantone®
 

– CMYK 

– RGB 

参见第 129 页 

“救助”圆环 图标 

如果需要这些资源，请联系救助儿童

会全球宣传团队。 
线条样式 箭头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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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标 

徽标图样文件的名称界定每个版本的内
容。 

下列救助儿童会徽标图样可用。 

Rädda Barnen 和 Redd Barna 同样可采用这些文件。每个徽标版本还

有 PDF 文件供参考之用。 

1. 文件所有者 

STC = 救助儿童会文件  

RaddaB = Rädda Barnen 

文件 

ReddB = Redd Barna 文件 

2. 文件内容 

Logo = 徽标图样 

3. 徽标版本（位置锁定） 

Horiz =  水平布置 

Stacked =  堆叠 

4. 徽标版本（色彩） 

ColPos =  彩色正片  

ColNeg =  彩色负片  

White Neg =  白色负片  

BlackPos =  黑色负片 

5. 色彩方案 

PMS =  Pantone®   匹配系统 

PMS+Blk =  Pantone®   匹配系统外加黑色 

CMYK =  4 色印刷程序 

Mono =  单一色彩（用于印刷） 

RGB =  屏幕显示色彩系统 

6. 格式 

.ai、.pdf 或 .png 

STC_Logo_Horiz_ColPos_CMYK.ai 

STC_Logo_Horiz_ColPos_PMS+Blk.ai 

STC_Logo_Horiz_ColPos_RGB.ai 

STC_Logo_Horiz_ColPos_RGB.png 

STC_Logo_Horiz_ColNeg_CMYK.ai 

STC_Logo_Horiz_ColNeg_PMS+Blk.ai 

STC_Logo_Horiz_ColNeg_RGB.ai 

STC_Logo_Horiz_ColNeg_RGB.png 

STC_Logo_Horiz_BlackPos_Mono.ai 

STC_Logo_Horiz_BlackPos_RGB.ai 

STC_Logo_Horiz_BlackPos_RGB.png 

STC_Logo_Horiz_WhiteNeg_Mono.ai 

STC_Logo_Horiz_WhiteNeg_RGB.ai 

STC_Logo_Horiz_WhiteNeg_RGB.png 

例如，用于印刷交流材料的彩色正片徽标（其中的红
色输出采用 Pantone®  485）所需的图样文件的文件名
为... 

STC_Logo_Horiz_ColPos_PMS+Blk.ai 
STC_Logo_Stacked_ColPos_CMYK.ai 

STC_Logo_Stacked_ColPos_PMS+Blk.ai 

STC_Logo_Stacked_ColPos_RGB.ai 

STC_Logo_Stacked_ColPos_RGB.png 

STC_Logo_Stacked_ColNeg_CMYK.ai 

STC_Logo_Stacked_ColNeg_PMS+Blk.ai 

STC_Logo_Stacked_ColNeg_RGB.ai 

STC_Logo_Stacked_ColNeg_RGB.png 

. ai STC_ Logo_ Horiz_ ColPos_ PMS+Blk_ 

STC_Logo_Stacked_BlackPos_Mono.ai 

STC_Logo_Stacked_BlackPos_RGB.ai 

STC_Logo_Stacked_BlackPos_RGB.png 

STC_Logo_Stacked_WhiteNeg_Mono.ai 

STC_Logo_Stacked_WhiteNeg_RGB.ai 

STC_Logo_Stacked_WhiteNeg_RG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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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下列图形可用作图样文件： 

“救助”圆环 

• 有采用下列色彩的 Illustrator®  文件： 

– Pantone®   485 红色 

– CMYK 红色 

– RGB 红色 

• 还有 RGB 红色.png 文件 

– 具有透明背景。 

图标 

• 右侧显示的图标有采用下列色彩的

Illustrator®   文件： 

– 白色 

– CMYK 红色 

– CMYK 淡黄褐色 

还有采用如下色彩的 png 文件： 

– 白色 

– RGB 红色 

– RGB 淡黄褐色 

全部.png 图标已经汇编到一些 

PowerPoint®   页面中，以便于在

PowerPoint®  中复制粘贴。 

“救助”圆环 图标 

• 

• 线条样式 箭头样式 

线条和箭头样式 

• 右侧显示的线条和箭头样式与上述图标

的格式相同。  

• 可能需要将它们拉长、缩短、变细或变

粗以便匹配设计方案。 

请注意原样保留尾端形状，不要改变其形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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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我们的色调可直接加载
到 InDesign®、
Illustrator®  和其他设计
软件（例如
Photoshop®）中。 

加载到 INDESIGN®中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 在调色板对话框中，选择 • 找到 .ase 文件，选择

所需的色彩版本 

• 您的色调可供使用 
Load swatches。 

• 我们的色调有三个不同的.ase 

文件，分别对应于下列色彩方

案： 

– Pantone®
 

– CMYK 

– RGB 

可以将多个色调加载到同一个文件

中 – 例如 CMYK 和 Pantone®  色

调。 

右侧显示的示意图介绍了将.ase 

文件加载到 InDesign®   和

Illustrator®  中的步骤。 

对于其他设计软件，例如

Photoshop®，请采用相同的步骤。 

• 在这个示例中，加
载了 CMYK 色调 

• 加载到 ILLUSTRATOR®   中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 在调色板对话框中，选择 Open 

swatch library，向下滚动，选

择 Other library。 

• 找到 .ase 文件，选择

所需的色彩版本  

• 您需要的色彩将在单独的色调对话框

中打开。您可以选中这些色彩并拖拽

到主色调色板上。 

• 

请注意： 
.ase 文件不支持渐变背景，所以
您需要根据第 42 页的指示说明
手动创建“救助”渐变背景。 

在这个示例中，加
载了 CMYK 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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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信息 

若要寻求支持，请联系： 
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我们的内部网网址是： 

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net 

 

mailto:globalbrand@savethechildre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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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理应最大限度地 

’’ 善待儿童。 

埃格兰泰恩•杰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