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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北京孕婴童用品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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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婴幼儿游泳作为母婴服务行业的细分市场，市场广阔，且逐年扩大，用户对服务体验期待越来越

高，服务场景体验丰富化和功能化越发成为趋势；由于无准入标准，婴幼儿游泳服务在实际经营多少

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制约了婴幼儿游泳行业发展。 

 

本标准的推出，填补国内婴幼儿游泳行业服务规范从无到有的空白，规范婴幼儿游泳服务行业，

推进婴幼儿游泳服务行业安全、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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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游泳服务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游泳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场所布局、服务环境、设备设施与用品用具使用要

求、安全卫生要求、人员要求、服务和作业内容、质量控制、安全与应急等。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婴幼儿游泳服务的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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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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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667游泳场所卫生标注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生儿 newborn 

0～28天的婴儿。 

3.2 

婴儿 infant  

0～12月龄的人。 

[GB/T10765-2010,定义 3.1]  

3.3  

幼儿 young children 

12-36月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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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0767-2010,定义3.2] 

 

3.4 

婴幼儿游泳服务 swimming  servi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婴幼儿在安全设施的保护下，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员操作和护理，在水中进行早期保健运动。 

注：36月龄以上儿童亦可自愿接受婴幼儿游泳服务。 

3.5 

婴幼儿游泳场所  swimming place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在室内供婴幼儿沐浴、游泳、游乐、保健活动相结合的专用运动场所，简称服务场所。 

3.6 

婴幼儿游泳护理师 swimming nurse practitioner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相应资质证明，熟悉婴幼儿游泳运动程序，熟悉掌握并应用婴幼儿游泳护理

技术标准，操作规范的专业人员。 

3.7 

婴幼儿游泳护理员 swimming attendant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证明，能按照婴幼儿游泳运动程序和操作规程协助婴幼儿游泳护理

师进行婴幼儿游泳辅助护理工作的专业人员。 

3.8 

抚触 massage 

在婴幼儿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借助皮肤保湿介质（抚触油、乳液等）对全身皮肤进行的抚摸接触，

给脑细胞和神经系统以适宜的刺激，促进婴幼儿神经系统发育，促进生长及智能发育。 

3.9 

被动操 passive operation 

在护理师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婴儿肢体运动的体操。 

3.10 

顾客满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顾客对其要求已被满足程度的感受。 

 

4 场所布局 

4.1 场地选择 

4.1.1 不应选择地下室。 

4.1.2 应有独立的游泳空间。 

4.1.3 应通过消防安全检查。 

4.2 周边环境要求 



T/BMICIA    —      

3 

4.2.1 空气质量良好，无异味。 

4.2.2 服务场所外噪声应符合GB 3096-2008的要求。 

4.3 布局 

4.3.1 服务场所布局应合理，至少应设有接待区、游泳区、哺乳区、设备区。 

4.3.2 根据情况可增设净化区、活动区、休息区以及相关产品展销区等。 

 

5、服务环境 

5.1 空气质量 

5.1.1 服务场所空气质量除温度外应符合GB/T 18883的规定。 

5.1.2 服务场所空气温度宜在26℃～30℃。 

5.1.3 服务场所所处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若有），应符合WS 394的相关要求。 

5.1.4 服务场所空气质量检测，建议选用符合国家产品标准的空气质量检测设备进行日常检测，并记

录自测结果。 

专业监测机构每年至少检验一次，或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需进行检验： 

a）首次开店； 

b）店面发生二次装修或改造。 

 

 

5.2 照明和噪声 

5.2.1 服务场所内宜使用不刺眼的光源的照明设施。 

5.2.2 服务场所内噪声应符合GB 3096-2008规定的1类噪声限值。 

5.3 水质卫生要求 

5.3.1 服务场所水质卫生除水池温度外应符合GB 9667-1996关于人工游泳池水质卫生标准，不应添加

消毒剂。 

5.1.2 服务场所水质检测需要专业监测机构至少每年检验一次，符合GB 9667-1996卫生标准，并出具

相关检测报告。 

服务场所工作人员应使用符合国家产品标准的水质检测设备进行日常检测，并做好检测记录统计。 

 

5.3.2 池水水温及换水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池水水温 

婴幼儿月龄 0-6个月龄 7～12月龄 13～24月龄 24月龄以上 

池水温度（℃） 36～38 34～36 33～35 32～34 

换水要求 一次性用水 一天换一次水 循环过滤水 循环过滤水 

 

 

6、设备设施与用品用具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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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设备设施使用要求 

见表 2 

表2 设备设施使用要求  

 

名  称 使用要求 

必备 缸式游泳池 一人一池一次性用水 

池式游泳池 一日一清一换水 

沐浴盆 流水式洗浴，使用时盆表面铺一层毛巾防止打滑，在毛巾上铺设一层消毒纱

巾防止交叉感染 

抚触台 规格不小于90cm×90cm×90cm,使用时抚触台上应放置棉布包裹的海绵垫，再

铺一层纯棉布料 

身高体重测量台 长×宽×高不小于90cm×90cm×90cm 

恒温阀 38℃～42℃ 

商用加热设备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或空气能 

可选 消毒设备 不应产生臭氧 

净化通道 位于游泳区前的风淋 

注：设备设施应定期行保洁，并做好记录。 

 

6.2 用品用具使用要求 

见附表 3 

 

 表3  用品用具使用要求 

名  称 要求 

颈圈 根据婴幼儿脖颈大小佩戴合适颈圈 

座圈 根据婴幼儿腰围大小佩戴合适座圈 

腋下圈 根据婴幼儿腰围大小佩戴合适腋下圈 

婴儿耳塞 / 

洗头帽 / 

沐浴露 / 

婴儿抚触油 / 

新生儿护脐贴 / 

婴儿棉签 / 

水温计 / 

婴儿电子秤 / 

一次性游泳池套 / 

游泳师服装 根据店面人数而定 

沐浴棉 / 

酒精消毒巾 一人一圈一片一消毒 

消毒纱巾 / 

纱布浴巾 配合沐浴使用，毛巾消毒柜消毒 

一次性围兜 适合 3～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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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玩具 3 个月以上婴幼儿在成人陪同下使用 

红外温度计 非接触式温度计，用于泳前体温排查，超过 37.5℃的婴幼儿，

视情况不应安排游泳服务 

面霜 无刺激、抗过敏配方 

7、安全卫生要求 

7.1 服务场所各功能区域标志、警示标志等应符合GB 2894的要求。 

7.2 设备设施和用品用具应符合相关安全、卫生产品标准要求。 

7.3 服务场所消防设施的设计、分布、安装、配备等应符合消防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4 服务场所各功能区域的附属设施、用品应充分考虑婴幼儿活动特点，宜以软质材料，无冷感材料

为主，做到无锐利边缘或棱角。 

7.5 服务场所应定期对游泳馆内的各功能区域进行清洁。 

 

8、人员要求 

8.1 基本要求 

8.1.1 从业人员应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要

求。 

8.1.2 从业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服务场所至少应配置：负责人（店长）、婴幼儿游泳护理师、婴幼儿游泳护理员、前台接待。 

8.1.3 从业人员需要通过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 

 

8.2 培训形式 

8.2.1  根据业务需要，选送从业人员参加相关的业务技术培训。 

8.2.2  企业内部举办入职和日常业务培训。 

8.3 培训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a)婴幼儿医疗护理专业知识和游泳护理知识； 

b)婴幼儿游泳馆相关业务管理知识； 

c)婴幼儿游泳护理程序及相关操作知识； 

d)婴幼儿游泳安全护理知识； 

e)婴幼儿游泳设备设施安全使用相关知识； 

f)婴幼儿游泳紧急救护知识； 

g)婴幼儿水中体能、智能开发相关知识。 

注：培训内容可根据岗位不同而有所调整。 

8.4 检查与考核 

8.4.1 按从业人员的岗位工作标准及企业其他规定进行检查。 

8.4.2 企业内部培训后，对培训人员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 

8.4.3 以提供服务过程中的“顾客满意”为从业人员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 

8.5 培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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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培训通过的，颁发结业证书并妥善管理。 

 

9、服务和作业内容 

9.1作业准备 

 

准备工作如下： 

a）从业人员上班后，脱下手上的饰物，更换工作服，检查仪容仪表（指甲、头发、饰品）； 

b）打开门窗通风，开启热水设备；   

c）准备游泳用品（家长可自备毛巾、泳圈、一次性游泳膜、纱巾、抚触油、沐浴露等）； 

d）开启保洁柜，消毒毛巾、纱巾； 

e）铺好一次性游泳膜，放水，调整水温，调整游泳区的室温； 

f）选用合适的泳圈，并用酒精棉消毒； 

g）检查备好的专用品是否齐全。 

9.2 基本流程 

基本流程如下： 

a）测体温后带婴幼儿进入游泳区； 

b）为婴幼儿脱衣，检查全身皮肤情况； 

c）测量体重、身高并记录； 

d）泳前被动操（0～3月龄）； 

e）戴游泳圈； 

f）缓慢放入水中；  

g）水中游泳操（0～3月龄）； 

h）观察好时间并协助家长引逗婴幼儿转身、运动；  

i）合适时间放洗澡水； 

j）将婴幼儿缓慢抱出游泳池，取下泳圈，放至沐浴盆洗澡；  

k）为婴儿穿好衣服。 

9.3 服务结束 

服务结束后应： 

a）游泳护理师或者护理员把婴幼儿带出游泳区； 

b）测体温；  

c）将婴幼儿交给监护人（嘱咐喝水，在外面休息会再走，以防着凉）；  

d）放掉废水，清洗毛巾并放到指定位置，进行统一消毒。 

10、质量控制 

10.1 专用品购买、验收 

10.1.1 采购的专用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安全卫生标准和规定要求。供应商提供产品检测报告，

确保产品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采购专用品时应做好记录，便于溯源。 

10.1.2 验收时应严格把关，严禁收取濒临保质期或超过保质期的专用品，对验收符合标准的专用品做

好记录。 

10.2 水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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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服务场所大泳池池水进行水质检测，至少一年一次，并出具相应

监测报告。 

10.3 专用品清洗消毒保洁 

10.3.1 清洗消毒间应有明显标志，环境整洁，通风换气良好，无积水积物，无杂物存放。 

10.3.2 供婴幼儿使用的专用品应严格做到一人一换一消毒。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的专用品。 

10.3.3 清洗消毒应按规程操作，做到先清洗后消毒，使用的消毒剂应在有效期内，消毒设备（消毒柜）

应运转正常。清洁工具应专用，防止交叉传染。 

10.3.4 清洗消毒后的各类专用品应达到有关卫生标准的规定并保洁存放。 

10.3.5 消毒后的用具应贮存在保洁柜内备用，保洁柜应有明显标记；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品应当表面光

洁，无水渍、无异味。 

10.3.6 应定期检查消毒设备、设施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已消毒和未消毒的专用品应分开存放；洁净物

品的保洁柜也应定期清理、消毒。 

a) 游泳池、沐浴盆、泳圈等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再用一次性酒精棉擦拭消毒； 

b) 清洗毛巾、纱巾、玩具并晾干； 

c) 用清水拖地； 

d) 游泳区开启消毒设备，持续消毒 30min。 

10.4 专用品储存 

10.4.1 专用品的储藏应具备通风、洁净、干燥、无污染的条件。 

10.4.2 使用过的已消毒和未消毒的专用品应分开保管。 

10.4.3 不同专用品应分类、分架存放，距墙壁、地面均应在10cm以上；棉织品宜存放于储藏柜中；储

藏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的专用品。 

10.4.4 未使用过的专用品存放在保洁柜内时，也应定期对其进行清洗、消毒，保持洁净。 

 

11、安全与应急 

11.1 应急预案 

为加强安全管理，及时妥善处理发生的各类安全紧急事件发生，应制定企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1.2 应急设施 

11.2.1 婴幼儿游泳馆内应备有急救箱，箱内备有必要的急救物品和工具。 

11.2.2 婴幼儿游泳馆内应备有临时照明设施。 

11.3 应急措施 

11.3.1 婴幼儿游泳馆应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医护知识和紧急抢救常识培训，使全体从业人员熟悉紧急

抢救的常识，准确使用急救药品、物品和工具。 

11.3.2 婴幼儿游泳馆宜与就近医疗救助单位建立协作联系。 

11.4 应急处理 

11.4.1 基本规定 

11.4.1.1 若遇到容易哭闹的婴幼儿，应有耐心，真诚地安抚，引逗，实在哭闹不止，可暂停服务，让

其家长安抚，并从旁帮忙，待其情绪有所缓和，再继续服务。 

11.4.1.2 婴幼儿在水中出现脸色苍白、寒战、过度哭闹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终止游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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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3 婴幼儿在水中出现乱抓等惊慌、害怕举动时，可握住婴幼儿的手进行抚慰，并不时鼓励和赞

许婴幼儿。 

11.4.2 呛咳、溺水 

11.4.2.1 出现呛咳时，应将婴幼儿放在抚触台上，鼓励婴幼儿咳嗽，适度拍打其背部，帮助把呼吸道

的水排出。 

11.4.2.2  能自行通过咳嗽将水咳出的情况下，游泳师应将其宝扛在肩上，头部朝下，原地跳跃。帮

助把肺部的水排出。 

11.4.2.3  情况严重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尽快送往就近医院进行治疗。 

11.4.3 烫伤 

11.4.3.1 婴幼儿烫伤后，若皮肤出现红肿刺痛无水泡，应用柔和的清凉水反复冲洗。 

11.4.3.2 若烫伤后皮肤出现水泡，应用清凉水浸泡，并及时送往医院处理。 

11.4.3.3 若烫伤后水泡破溃，应即刻送往医院。 

11.4.3.4 若烫伤后伤口与衣物粘连，不应撕拉。 

11.4.3.5 烫伤后不应在伤口处涂抹有色药物，不应在伤口上涂抹酱油、牙膏等物品。 

11.4.4 磕碰擦伤 

11.4.4.1 若出现磕碰伤，应避免揉搓受伤部位。 

11.4.4.2 若出现擦伤应用清水清洁创口，并视情况做进一步消毒、保护处理，必要时就医。 

11.5 消防安全 

 

11.5.1 婴幼儿游泳所有场馆均应设立紧急出口及安全通道，随时保持通畅，并同时建立紧急联络电话，

店面还应建立消防安全小组，责任到人。 

11.5.2 应设置消防灭火装置，并定期检查。 

11.5.3 服务场所内严禁吸烟，并设有符合规定的明确的“禁烟标识”。照明设备不应置放于易燃物旁。 

11.5.4 服务场所内不应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 

11.5.5 服务人员应熟悉消防设备操作规范，实时演练，并达到熟练使用程度。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