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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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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国康健康服务研究院、南京蕴童年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修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信和常鑫商贸有限公司、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中健标

（北京）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玲、张磊、张小晶、于剑平、薛众友、武跃、孙莉、李小停、刘戈、 

张芳芳、刘贵斌。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T/CAS XXX—2021 

 1 

婴幼儿水浴服务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水浴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环境要求、用品用具、人员要求、服

务要求、应急防范与处置。 
本标准适用于婴幼儿水浴服务场所（以下简称“服务场所”）为婴幼儿提供水浴服务（以下简

称“服务”）。 
注：36 月龄至 6 周岁人的水浴服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标志 
GB 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GB/T 30443 保健服务通用要求 
GB/T 33855  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婴儿  infant 
0～12 月龄的人。 

[GB 10765—2010，定义 3.1] 

3.2  

幼儿  young children 
12～36 月龄的人。 

[GB 10767—2010，定义 3.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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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水浴服务  water bath servi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在专门的服务场所及专业安全设施的保护下，由经过训练的专业技能人员，为婴幼儿进行的洗

澡、游泳、抚触、被动操、按摩、皮肤护理等一系列服务活动。 

3.4  

婴幼儿水浴服务场所  water bath service pla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取得相应营业资质，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专业的用品用具，能开展

婴幼儿水浴服务的室内场地。 

3.5  

婴幼儿水浴服务技能人员  skilled professional for water bath servi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取得相应资质，具备相关安全、卫生、专业、应急的知识和能力，能开展婴

幼儿水浴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3.6   

抚触  caresses 
由婴幼儿水浴服务技能人员借助婴幼儿专用护肤介质，对婴幼儿皮肤有节奏、有次序、有手法

技巧的触摸。 

3.7   

被动操  passive exercise 
由婴幼儿水浴服务技能人员扶助为婴幼儿进行的有节奏、有次序、力度适中的肢体活动。 

3.8   

皮肤护理  skin care 
由婴幼儿水浴服务技能人员为婴幼儿涂抹专用护肤介质，进行皮肤保养。 

3.9   

公共用品用具  public articles 
婴幼儿水浴服务场所提供给婴幼儿重复使用的泳池、浴盆、抚触台、体重秤、游泳装备、水中

玩具，以及其他重复使用且可能与皮肤、黏膜等接触的物品。 
注：改写 GB 37488—2019[1]，定义 3.2。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场所应通过工商注册取得合法经营资质，应通过消防安全验收，应取得卫生许可证。 

4.2 服务场所应符合 GB/T 30443、GB/T 33855 相关要求。 

4.3 服务场所选址应便于开展服务，与其他业态共用建筑时应做好隔断。 

4.4 服务场所布局应合理，应至少设有接待区、游泳区、洗澡区、护理区、哺乳区、用品用具存放

区、卫生区等功能区，并标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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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要求 

5.1 物理因素 

服务场所室内温度、风速、噪声、采光照明应符合 GB 37488 相关规定。不应使用刺眼的灯具，

宜使用节能灯具。 

5.2 室内空气质量 

服务场所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7488 相关规定。 

5.3 生活饮用水 

5.3.1 服务场所提供的生活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5.3.2 提供桶装水饮水服务的，其水质应符合 GB 19298 规定。 

5.4 游泳、洗澡用水 

5.4.1 多人泳池应使用循环用水，其水质应符合 GB 37488 人工游泳池水质指标卫生要求，不应添

加消毒剂。 
5.4.2 单人泳池和洗澡用水应“一客一换”，其水质应符合 GB 37488 沐浴用水的规定。 
5.4.3 游泳、洗澡用水水温，不应冷热不均或忽冷忽热，冬、春季宜控制在 35 ℃～37 ℃，夏、秋

季宜控制在 32 ℃～35 ℃。 

5.5 通风换气 

5.5.1 服务场所应充分利用门窗进行自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无异味。 
5.5.2 自然通风条件不良或营业期间不便于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应加装排风、新风或空气净化设

施。服务场所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 WS 394 相关要求。营业期间应保持正常运转。 
5.5.3 使用燃气热水器提供热水的服务场所，热水器、燃气管道/罐的设置地点应与使用热水的空间

隔室安装。 
5.5.4 分散式空调室内机组的滤网和散流罩不应积尘。 

5.6 卫生区 

5.6.1 卫生区应至少每天保洁 1 次，做到无积水、无积垢、无异味、无杂物。 
5.6.2 上下水系统、洗手设施、排风设施、清洗消毒设备等应至少每月检查维护 1 次。 
5.6.3 应配备必要、充足的保洁工具，其使用、清洗和存放应合理、卫生，不应混放、乱用。 
5.6.4 公共卫生间宜设置座式便器，并提供一次性卫生衬垫。 
5.6.5 公共卫生间宜配备洗手液、卫生纸、洗手用热水、带盖纸篓等。 

5.7 标志 

5.7.1 应在前台等醒目位置设置提示牌，提醒家长，当婴幼儿出现以下状况时不应接受服务： 

a) 有体温超过 37.2 ℃、持续咳嗽、出疹、腹泻等症状； 
b) 有脐部感染、皮肤破损等外伤； 
c) 有传染性皮肤病、沙眼、急性结膜炎、中耳炎、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心脏病、先

天性畸形等疾病； 
d) 疫苗注射后未超过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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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宫外窒息史，新生儿阿普卡（Apgar）评分小于等于 8 分，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

（NBNA）小于等于 36 分； 
f) 正在接受治疗； 
g) 胎龄小于等于 34 周的早产儿、体重低于 2000g 的低体重儿； 
h) 其他身体不适情况。 

5.7.2 服务场所安全标志的设计和使用应符合 GB 2894 相关要求。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3495.1
相关要求 

5.8 卫生质量控制 

5.8.1 应在每日营业结束时（也可增加营业期间工休时）对服务场所进行全面保洁，包括地面保洁，

泳池、洗澡池清洗消毒，服务场所内紫外线消毒等。保洁应做好记录，至少应包括操作时间、操作

人员，以及保洁的部位和效果等。 
5.8.2 服务场所卫生每年至少全面检测 1 次，可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配合检测，并保存检测

报告或记录。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检测； 
a) 首次营业前； 
b) 二次装修或改造，可能影响服务场所整体卫生质量时； 
c) 与上次卫生全检主要指标差异较大时； 
d) 第三方机构或相关部门提出全面卫生检测要求时。 

5.9 安全 

5.9.1 服务场所的装饰装修应充分考虑婴幼儿安全活动特点，做到无锐利边缘、棱角，宜以软质、

无冷感材料为主。 
5.9.2 水浴区地面、墙面、顶面应采用防水、防火、防霉材料。地面应防滑。 
5.9.3 近水区域不宜设置灯具、插座等电气设施设备，电气设施设备加装安全防护设施。 

注：近水区域指与游泳区、洗澡区等涉水区距离较近、服务时可能淋溅到水的区域，如墙壁、地面等。 

6 用品用具 

6.1 用品用具配置 

6.1.1  服务场所应采购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符合婴幼儿安全使用特点的用品用具，查验产品安全标

志或检测报告，并做好采购记录。 

6.1.2  服务场所宜设置合格供应商名录。 

6.1.3  用品用具未使用前应按照相应产品说明，分门别类妥善保存。 

6.1.4  服务场所至少应配备如下用品用具：泳池、洗澡盆、抚触台（也称操作台、护理台）、体重

秤、婴幼儿专用游泳装备（颈圈、腋下圈、穿戴式泳圈、耳塞、泳帽等）、水中玩具、婴幼儿专用护

理用品[洗发露、沐浴露、皮肤护理用品（护肤霜、爽身粉或松花粉、护臀膏）、脐部护理用品（护

脐贴、碘伏）、抚触油等]、辅助用品（水温计、无接触式体温计、浴巾、纸巾、棉签、一次性泳裤

等），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如热水供应设备（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或热泵热水器）、池水循环过滤

系统、洗衣设备、紫外线消毒设备和毛巾消毒储存设备等。有条件者选配风淋净化通道。 

6.2 用品用具使用 

6.2.1  用品用具的使用宜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并应定期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用品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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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用品用具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使用，其中公共用品用具应“一客一用一清洁”，或者： 
a) 游泳装备、水中玩具可在每日使用后，用生活饮用水充分冲洗后备用； 
b) 使用一次性泳池套、洗澡盆套可视为有效的清洁替代方案； 
c) 多人泳池在正常情况下（异常情况见本标准 9.2.7）可“一日一换水”。 

6.2.3  公共用品用具（包括服务人员的服装、鞋帽，家长用防护服、鞋套等）应每日集中清洁、消

毒，并妥善存放，备用。 
6.2.4  公共用品用具清洁、消毒应有记录，包括操作时间、操作人员、操作方法，以及清洁、消毒

物品的种类、数量等。 
6.2.5  宜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如一次性毛巾、一次性泳池/洗澡盆套、一次性饮水用具、一次性拖

鞋、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用品用具不应重复使用，用后应做好垃圾分类处置。 
6.2.6  抚触台使用时，不应放置无关物品，如顾客个人物品（顾客个人物品统一放置在顾客物品暂

存区或由顾客个人保管）或服务人员私人物品（服务人员私人物品统一放置在办公区或由服务人员

个人保管），且应“一客一巾”（即不应多人在同一抚触台同一毛巾上操作）。 

7 人员要求 

7.1 服务场所应至少配置如下服务人员：服务场所负责人、婴幼儿水浴服务技能人员（以下简称“技

能人员”）、其他人员（如前台接待）。 
7.2 服务人员应至少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a) 达到国家法定从业年龄； 
b) 具备初中或以上文化水平； 
c) 取得健康合格证明、身体健康； 
d) 精神正常，无违法犯罪记录； 
e) 无其他影响正常工作的不利因素。 

7.3 技能人员除应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应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培训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场所基本情况和相关管理文件； 
b)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包括本标准）、服务礼仪，及常用外语交流知识； 
c) 婴幼儿水浴专业知识，包括各项目的技术原理、服务禁忌、注意事项、操作流程、操作技

巧等； 
d) 相关用品用具、设施设备的基本知识及操作要领； 
e) 相关安全防护、紧急处置的基本知识及操作要领。 

7.4 服务场所负责人除应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应： 
a) 具备相关从业经验或学历背景； 
b) 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7.5 其他人员除应具备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相关岗位所需知识和技能。 

8 服务要求 

8.1 服务接待 

8.1.1  应做好预约和接待工作，主动热情，有问必答。 
8.1.2  应帮助家长填写信息登记表或确认已填写的信息登记表的基本信息，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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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应帮助有需要的家长寄存随身物品。 
8.1.4  应引导需要等候的家长及婴幼儿到指定位置休息等候，并宜根据自身条件提供必要的附加服

务（如饮水、使用 WIFI、儿童玩具娱乐等）。 

8.2 服务准备 

服务准备如下： 
a) 服务人员进入水浴区前取下手部饰物，充分洗手（七步洗手法），穿戴好工作服、防滑拖

鞋，必要时佩戴好防护口罩； 
b) 服务人员检查仪容仪表，指甲不过肉际、不涂指甲油，头发整洁并梳起； 
c) 服务人员确保游泳装备、水中玩具、护理用品、辅助用品等用品用具状态良好，随时可

用，并放置一些到适当位置，如将浴帽置于洗澡池附近方便取用处；水中玩具提前置于泳

池、洗澡池中；护理用品、辅助用品集中置于操作台适当位置等； 
d) 服务人员打开门窗通风或开启机械通风，开启热水及循环净化过滤设备，将服务场所保持

在规定适宜的温湿度；   
e) 服务人员清洗泳池或铺设好一次性泳池膜，放水并调整水温到规定适宜的温度（可配合手

肘内侧体感温度适宜为辅助参考），检查水质良好（无异味、无肉眼可见杂质）； 
f) 服务人员在抚触台上铺好干净的床单； 
g) 服务人员确认婴幼儿状况： 

1) 根据提示牌内容，排除服务禁忌； 
2) 不宜在过饥过饱（如进食前后 30 min～40 min）情况下立即安排服务； 
3) 测量并记录婴幼儿体温、身高（身高超过 105 cm 的幼儿不宜安排进入多人泳池）、

体重等，参见附录 A； 
4) 新生儿在服务前应检查脐部，做好脐部防护； 

h) 服务人员指导进入服务区的家长穿戴好鞋套（或使用防滑拖鞋、一次性拖鞋）、消毒服

（有条件者提供），做好手部消毒，必要时佩戴好防护口罩。原则上，一位婴幼儿由一位

家长全程陪同看护。 

8.3 服务及服务评价 

8.3.1 婴幼儿洗澡   

操作流程及要领如下： 
a) 脱去婴幼儿衣服，将婴幼儿放入浴盆，使呈半坐姿势； 
b) 进行面部清洁，避免耳部进水（可从枕后按住婴幼儿双耳），清洁后立即用干毛巾或纸巾

蘸干面部； 
c) 进行头发清洁，避免耳部进水（必要时提前带好浴帽），清洁后立即用干毛巾或纸巾吸干

头发； 
d) 进行身体清洁； 
e) 清洁完毕将婴幼儿置于抚触台上，立即用干浴巾包裹吸干体表残余水分，做好保暖工作； 
f) 放掉浴盆废水，用过的毛巾、浴巾、浴帽等置于指定位置； 
g) 根据预先约定，进行婴幼儿游泳或浴后整理。 

8.3.2 婴幼儿游泳 

操作流程及要领如下： 



T/CAS XXX—2021 

 7 

a) 给 5 个月内的婴儿做被动操（大于 5 个月若有需要也可进行），包括上肢被动操、下肢被

动操等； 
b) 为婴幼儿选配安全、适宜的游泳装备： 

1)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和自身条件使用项圈，项圈佩戴间隙以能塞入一个成人食指为宜， 
项圈接触皮肤部分应垫棉布； 

2)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和自身条件使用腋下圈或穿戴式泳圈； 
3) 必要时按产品使用说明佩戴耳塞、泳帽； 
4) 确认游泳装备安全、可靠，包括：型号匹配、保险按扣牢固、泳圈充气完好不漏气等； 

c) 给婴幼儿穿戴好一次性泳裤； 
d) 先让婴幼儿局部入水，观察其反应，确认无误后再缓慢将其全部放入水中； 
e) 确保一对一服务，即每位婴幼儿游泳时至少有 1 位服务人员在场全程监护或由其家长负责

看护； 
f) 可使用水中玩具引逗或手动辅助婴幼儿转身、运动，不应强行拖拽婴幼儿，避免活动过量

或动作幅度过大，避免嬉闹； 
g) 游泳全程不应喂食； 
h) 婴幼儿游泳时间： 

1) 新生儿不宜超过 10 min； 
2) 婴儿不宜超过 15 min； 
3) 幼儿不宜超过 20 min； 
注：也可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时间。 

i) 游泳结束时，及时将婴幼儿抱出泳池，将其放置在抚触台上，用浴巾迅速包裹婴幼儿全

身，擦干水迹，取下游泳装备。 
j) 给婴幼儿洗澡，具体流程要领按 8.3.1 执行。 

8.3.3 浴后整理 

操作流程及要领如下： 
a) 使用婴幼儿专用护肤品，给婴幼儿进行皮肤护理； 
b) 新生儿脐部未脱痂时进行必要的脐部护理； 
c) 给出生 5 个月内的婴儿进行抚触（大于 5 个月若有需要也可进行），包括面部、胸部、腹

部、上肢、下肢、背部、臀部等全部或部分部位； 
d) 给婴幼儿穿好衣服，擦或吹干头发后，将其交接给家长； 
e) 引导家长带婴幼儿到休息区适当休息，不宜立即外出。若给婴幼儿饮水或喂食，提醒家长

宜安排在 10 min～15 min 后进行； 
f) 放掉浴盆废水，用过的浴巾等置于指定位置。 

8.3.4 服务评价 

8.3.4.1  应征求家长对本次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并请家长对本次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  
8.3.4.2  应将婴幼儿服务后的体温、情绪状态及家长对本次服务的满意度记入在案，参见附录 A。  

9 应急防范与处置 

9.1 应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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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服务场所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避免和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

至少包括： 
a) 应急处置服务场所负责人及各岗位职责； 
b) 应急防范和处置措施； 
c) 应急事故的训练和演习； 
d) 应急装备的储备和保管。 

9.1.2  服务场所内应备有急救箱，箱内应备有必要的急救物品和工具。 
9.1.3  服务场所宜与附近的医疗救助部门建立协作联系，建立快速通道。 

9.2 应急处置 

9.2.1 基本规定 

    应急处置基本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a) 遇婴幼儿哭闹不止或极度不配合，服务人员应耐心安抚。必要时，可先暂停服务，让其家

长安抚、帮忙，待其情绪平复后再继续服务。情况严重时，应及时停止服务，不应强行进

行服务； 
b) 婴幼儿在水中出现脸色苍白或通红、嘴唇发紫、寒战、过度哭闹或静止等异常现象，均应

立即终止服务，按规定处置； 
c) 发生任何突发事件，现场服务人员应全程跟护，必要时服务场所负责人及时到场。 

9.2.2 呛咳、溺水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发生呛咳时，鼓励婴幼儿咳嗽，适度拍打其背部，帮助婴幼儿及时排出口腔及咽喉部的

水； 
b) 情况严重时，服务人员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引导急救车到达现场，或立即将患儿就近送往

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救助。 

9.2.3 烫伤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烫伤后，若皮肤出现红肿刺痛无水泡，可用清凉水反复冲洗； 
b) 若烫伤后皮肤出现水泡，用清凉水浸泡，并及时送医处置； 
c) 若烫伤后水泡破溃，即刻送医； 
d) 若烫伤后伤口与衣物粘连，不应撕拉，立即送医处置； 
e) 烫伤后不应在伤口处涂抹有色药物，不应在伤口上自行涂抹牙膏等物品。 

9.2.4 磕碰擦伤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若出现磕碰伤，应避免揉搓受伤部位，必要时就医； 
b) 若出现破皮，可用清凉水清洁创口，并视情况做进一步消毒、保护处理，创口不大时可用

创口贴处理，必要时就医。 

9.2.5 火灾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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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导家长带婴幼儿立即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 
b) 服务人员同时拨打火警电话，视情节严重，量力扑救，若火势过大，立即撤离。 

9.2.6 触电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立即拉闸断电，同时使用绝缘物品将被电人员与带电导体分离； 
b) 情况严重时，服务人员拨打急救电话，引导急救车到达现场，或立即将被电人员就近送往

医院救助。 

9.2.7 特殊情况下多人泳池循环用水的更换 

多人泳池循环用水当出现下列特殊情况下之一时应及时彻底更换： 
a) 单日每池达到 10 人次使用； 
b) 静置 3 天未使用； 
c) 婴幼儿在水中排泄； 
d) 池水被不明物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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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婴幼儿水浴服务顾客信息登记评价表 

表 A.1  婴幼儿水浴服务顾客信息登记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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