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本情况说明书
人体艺术和纹身程序可能会损害客户的皮肤，有在客
户之间传播感染的风险。设备和表面的清洁和卫生状
况不佳，就会使病毒、细菌或真菌感染从一个客户传
播到另一个客户。这可能导致诸如丙型和乙型肝炎或
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假单胞菌感染等疾病。

企业可以在Public Health Regulation 2022（《2022
年公共卫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找到关于
皮肤穿刺手术的规定。

设备
 • 所有设备需要处于良好工作状态，使用后要清洁、

干燥，并保持清洁、干燥的状态。
 • 所有穿刺皮肤的物品在使用前必须是无菌的。
 • 消毒必须使用高压蒸汽台式消毒器，该消毒器必

须符合AS/NZS 4815:2006《放在办公室的卫生保
健设施：可反复使用的医疗及外科器械与设备的
再处理及相关环境的维护》（请参见题为《怎样
清洁、消毒可反复使用的设备与器械》情况说明
书）的规定。

 • 难以清洁、消毒的设备应该是一次性使用的。
 • 针头必须是一次性使用的，使用后必须直接丢弃

到适当的尖锐物品容器中。
 • 在皮肤穿刺手术中使用但不刺入皮肤的物品，必

须妥善清洁并保持清洁状态。
 • 每个新客户都必须使用干净的毛巾和床单。床单

应在洗涤剂和热水中清洗。如果床罩是不透水的
（比如是塑料的），在每个新客户使用之前必须
清洁、消毒。

 • 纹身枪的马达和夹线（clip cords）必须先清洁，
然后用 70% 的酒精溶液或医院级消毒剂进行消
毒，并在重新使用前让其干燥。

从事人体艺术与纹身的企业所做的手术需要穿
刺皮肤，因此需要制定感染控制措施，以防止
感染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企业卫生
 • 企业必须始终保持清洁的状态。
 • 诸如长椅等治疗区域，在每个客户之间必须清洁，

和/或在治疗表面铺上干净的覆盖物。
 • 企业对固定装置、配件和设备的清洁和维护应该

有记录在案的程序，并且员工都有接受过这些程
序的培训。

 • 所有的垃圾都应该用袋子包紧，并每天都丢掉。
 • 无菌包装应该在临开始治疗之前才打开。
 • 设备刺进皮肤的无菌部分不应该用裸手触摸。如

果需要触摸无菌设备，应该使用预先包装好的无
菌酒精拭子、无菌干拭子或无菌一次性手套。

 • 在服务每个客户之前，使用无菌非接触技术将墨
水倒进已消毒的容器或盖子中。如果墨水需要稀
释，只能使用无菌的水，剩余的墨水必须倒掉。

 • 设备应该用一次性塑料覆盖，以尽量减少受污染
的机会，并在手术后立即处理。

 • 接受服务的客户，皮肤应该清洁而且没有感染和
溃疡，纹身部位或周围应该没有伤口。

 • 如果纹身部位需要剃毛，每个客户应该使用新的
一次性安全剃刀，使用后应该将其丢入尖锐物品
容器中。

 • 要纹身的皮肤部位应该使用获得治疗用品管理局
（TGA）批准的皮肤消毒剂进行清洁。

纹身师的个人卫生
 • 纹身师和人体艺术从业者在手术过程中必须穿上

干净的长袍或围裙，戴上一次性手套。
 • 切口或伤口应使用密封的防水绷带覆盖。
 • 手要洗干净。

‒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之前和之后
‒ 手术前后
‒ 接触体内物质后
‒ 在接触到客户的周围环境后
‒ 脱下手套后。

从事人体艺术与刺青的企业
Body art and tattooing businesses - Chinese

NSW Health 控制皮肤穿刺感染的措施



 • 关于如何洗手的其他信息，请参见澳大利亚手部
卫生。

其他要求
 • 企业必须在当地市政府注册，符合所有必要的规

划和建筑标准，并在开业前获得所有必要的批准。
 • 企业的设计和建造应该使其能够容易地进行妥善

清洁（请参见题为《皮肤穿刺的商业设计与建设》
情况说明书）。跟当地市政府联系，以确保符合
当地所有规定。

 • 尖锐物品的容器必须符合AS/NZS 4261:1994《用
于收集人类和动物医疗应用中的尖锐物品的可反
复使用的容器》或AS 4031:1992《用于收集医疗
领域中的尖锐物品的不可反复使用的容器》的规
定。

 • 医疗垃圾（即含有任何血液或体液的垃圾）必须
扔进医疗垃圾箱，然后由持牌垃圾承包商收集。

 • 纹身师或其他提供人体艺术服务者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向客户提供第二类（Schedule 2）产品。 
如果客户需要或者愿意，可以从药店购买局部麻
醉药（比如 2% 的 Lignocaine、Emla 霜和贴片、 
Medijel 和 2% 的 Xylocaine 凝胶），将其带到美
容院，但仅能供本人使用。

 • 第四类（Schedule 4）产品是仅能凭处方购买的
药物（可注射麻醉剂），仅能由注册医生或执业
护士使用。

 • 在购买墨水时，要求提供产品质量数据资料（分
析证书或同等文件），以确认产品在新州使用是
安全、合法的。

 • 纹身师和提供人体艺术服务者应该只进行他们经
过适当培训并在其技能范围内完成的操作。

 • 有纹身⸺包括美容性纹身⸺的人，在纹身之后
四个月内不能献血。更多信息见澳大利亚红十字
会血液服务网站。

 • 纹身企业和纹身师必须遵循 Tattoo Parlour Act 
2012（《2012年纹身店法》）的要求，并且必
须办理注册。详情请跟联系新州公平贸易委员会
（Fair Trading）或您当地的警方查询，或者访问
新州法规网。

 • 纹身和提供人体艺术服务者必须遵守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Care and Protection) Act 
1998（《1998年儿童与青少年（照顾和保护）法》）
中有关纹身或打孔所需的法定年龄或同意书的规
定。详情请向 NSW 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新南州社区与司法部，简称DCJ）
或您当地的警方查询，或者访问新州法规网。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眼科学院（RANZCO）认
为眼球刺青是一种高风险的手术。根据 Public 
Health Act 2010（《2010年公共卫生法》），
除非由注册医生或该条例规定的其他合格人员进
行，否则禁止进行这个手术。

费用与罚款
如果企业未能遵守该条例，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可能包括：
 • 改善通知书或禁令，另加285元至295元的管理费。
 • 对个人的罚款通知从110元到1100元不等，对公司

的罚款通知从220元到2200元不等。起诉的最高罚
款金额更高，可能包括每日罚款。

 • 如果发出了禁令，企业必须在企业入口处或附近
展示其副本，让顾客清楚地看到。

 • 禁令重新视察的费用为每小时255元，最低收费为
30分钟，最高收费为2小时。

 • 不是注册医生而为他人进行眼球刺青的人，最高
可能被处以11,000元罚款和/或6个月监禁。

进一步的建议
 • 联系地方市政府。
 • 打电话 1300 066 055 跟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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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ha.org.au/hand-hygiene/what-is-hand-hygiene
https://www.hha.org.au/hand-hygiene/what-is-hand-hygiene
https://www.olg.nsw.gov.au/public/find-my-council/
https://www.health.nsw.gov.au/environment/clinicalwaste/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donateblood.com.au/faq/tattoo
https://www.donateblood.com.au/faq/tattoo
https://legislation.nsw.gov.au/view/html/inforce/current/act-2012-032
https://legislation.nsw.gov.au/view/html/inforce/current/act-1998-157
https://legislation.nsw.gov.au/view/html/inforce/current/act-2010-127
https://legislation.nsw.gov.au/view/html/inforce/current/act-2010-127
https://www.olg.nsw.gov.au/public/find-my-council/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Pages/phus.aspx


情况说明书
 • 美容、人体艺术与皮肤穿刺行业
 • 怎样清洁、消毒可反复使用的设备与器械 
 • 皮肤穿刺企业的设计与建设
 • 眼球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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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S/NZS 481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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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以下资源也可以帮助皮肤穿刺企业和从业人员了解 Public Health Act 2010（《2010年公共卫生法》）和  
Public Health Regulation 2022（《2022年公共卫生条例》）的要求。请访问我们在 NSW Health 网站上的 
皮肤穿刺资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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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alth.nsw.gov.au/environment/skinpenetration/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6ebPEE9ek&list=PLpXDJ5In7QhTmKCNnxWd_zd3wg8Og4nyZ&index=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6ebPEE9ek&list=PLpXDJ5In7QhTmKCNnxWd_zd3wg8Og4nyZ&index=6
https://www.standards.org.au/access-standards/buy-standards
https://www.standards.org.au/access-standards/buy-standards
https://www.health.nsw.gov.au/environment/skinpenetration/Pages/skin-pen-resource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