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B1408/ TXXX—2022

I

目  次

前  言 ............................................................................. II

引  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及定义 ......................................................................... 1

3.1 大盐 ........................................................................... 1

3.2 大盐水浴 ....................................................................... 1

3.3 大盐热敷 ....................................................................... 1

3.4 大盐康体 ....................................................................... 1

3.5 盐屋康养 ....................................................................... 2

4 大盐康养服务流程 ................................................................... 2

4.1 服务要求、流程 ................................................................. 2

4.2 大盐康养类型、步骤及注意事项 ................................................... 2

5 服务质量规范、评定、监督 ........................................................... 4

5.1 服务质量规范 ................................................................... 4

5.2 服务质量评定 ................................................................... 5

5.3 服务质量监督 ................................................................... 5

6 大盐康养卫生要求 ................................................................... 5

6.2 卫生标准 ....................................................................... 5

6.3 消杀规范 ....................................................................... 6

6.4 监督检查 ....................................................................... 6

7 大盐康养安全要求 ................................................................... 6

7.1 基本要求 ....................................................................... 6

7.2 安全设施 ....................................................................... 6

7.3 安全监护 ....................................................................... 6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工作交接记录单 ...................................................8



DB1408/ TXXX—2022

II

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适用于运城市旅游景区的大盐康养的相关活动。

本文件由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运城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运城盐湖（中国死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艳青、丁红霞、张静、吕志革、胡国境、陈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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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盐康养的起源

国外：中世纪，欧洲盐工业学者发现，盐矿工人极少患有鼻炎、哮喘、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特别

是肺病工人，在盐矿连续作业后，肺病会不知不觉中痊愈。

1843年，波兰学者 F.Bochkowsky 出版了第一部论证盐穴对呼吸系统疾病具有显著效果的著作；同

年波兰医生鲍奇克夫斯基首先提出盐气溶胶气体对呼吸系统疾病起着主要治疗作用，并经俄罗斯医学专

家临床试验，获得充分科学论证。

1858年，波兰维利奇卡市建立了第一个专业呼吸条件的疗养中心，利用盐洞穴微环境中丰富的超细

弥散的干盐气溶胶进行康复治疗，对呼吸道疾病、慢阻肺、支气管炎、哮喘以及皮肤病等有很好的效果。

1990年，前苏联卫生部正式批准岩盐疗法应用于临床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1991年，岩盐疗法获俄罗斯列宁格勒州苏维埃执委会卫生总局批准，应用于临床治疗儿童呼吸系统

疾病。近几年来，替代药物的盐疗法流行于欧洲各国。

国内：古代：《本草纲目》石部第十一卷：盐之气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咸走血，诸风热用之。

咸归肾，引药气入本脏也。肾主骨，咸入骨，然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

《黄帝内经》盐胜血，活经络，除淤结。

《药性论》妇人阴痛：青布裹盐，熨之。

《救急方》霍乱腹痛：炒盐一包，熨其心腹，令气透，又以一包熨其背。

近现代：1996年，中国学术期刊发表的洞穴疗法论文中涉及了盐洞穴康养疗法的相关内容；1999 年，

福州肺科医院引进欧洲盐滤呼吸疗法，作为特色诊疗项目；2009年，中青年呼吸医师论坛上，国内专家

积极关注盐疗法对呼吸道疾病的治疗方法。

盐康养的作用机理

盐康养法是利用盐的特性帮助病人改善呼吸、加速身体康复、增强营养吸收和保健，其作用机理如

下：

——盐屋养生（即盐洞穴康养）是利用其杀菌性，形成抗菌微气候环境，其温度、湿度、离子成份

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体有益微量元素的吸收，身体表面及呼吸道的清洁，排除体内毒素或垃圾。

——盐热敷、盐浴康养是利用大盐的渗透性（大盐中其中富含各种矿物质元素），快速深入皮肤、

经络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缓解人体的疼痛，令身体自然舒适。

——盐健体康养是利用盐的磨砂性，清除身体表面的角质和污垢，增强皮肤弹性，加速体内血液循

环，令身体康健。

大盐康养产品成分及制取

康养大盐产品是由运城盐池大颗粒盐经去杂、凉嗮、研磨等加工后，达到康养要求的产品。

运城盐池大颗粒盐的生产技艺，工艺特别，2021 年列入国家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其主要成分

由 Na
+
、Mg

2+
、SO4

2-
、CL

-
四大离子组成，结晶生成氯化钠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是镁、硒

等，味道微苦，但晶体晶莹剔透，所制盐粒大、质纯、色白，品质优良，为盐康养的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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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盐康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盐康养服务的术语及定义，康养大盐产品质量要求、大盐康养服务流程、服务质量

规范、评定和监督、大盐康养卫生要求、安全要求等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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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94 安全标志及使用规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 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 旅游休闲符号

GB/T 10001.5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5部分 购物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 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 37488-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DB1408/T 022-2021 黑泥康养服务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DB1408/T 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盐

大盐是指运城盐池所产之大颗粒盐，其出处为：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金石五 食盐》“大盐生河

东池泽，粗于末盐。”即现在运城盐池每年二至八月所产的大颗粒盐，其质纯、色白，品质优良。

3.2 大盐水浴

大盐水浴是指人身体局部或全身浸泡于矿化度为20g/L～60g/L盐水中，水中溶解的各种营养矿物质

盐类，附着在身体表面形成“生物薄膜”，起到软化角质层、改善微循环、反应性的对人体末梢感受器

官和血管进行调节，促进血液循环，产生良性作用。

3.3 大盐热敷

大盐热敷是利用加热后的大盐敷于身体患处，大盐中的微量元素在热敷的同时达到缓解疼痛、改善

血液循环、疏通经络的作用。

3.4 大盐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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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盐康体是用温水浸润皮肤后，将大盐浴盐或按摩盐涂抹在皮肤表面进行的人机体皮肤清洁，达到

健美、深度清洁皮肤的效果。

3.5 盐屋康养

盐屋康养是指利用盐天然杀菌性的特性和渗透压的原理，通过吸入 1um～5um 干盐微粒进行清理改

善呼吸系统问题的物理养生。

4 大盐康养服务流程

4.1 服务要求、流程

4.1.1 在营业区内明示所提供服务项目，服务时长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4.1.2 服务流程主要包括：咨询，讲解，更衣，巡视，引导五个方面。服务实现过程中，游客可通过

标牌、标志、人员工牌、工服等予以识别。

——咨询：首先对康养者进行身体状况咨询了解；

——讲解：逐批对客人讲解注意事项；

——更衣：指引康养者更衣，提醒游客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

——巡视：监护康养者身体状态，中途为客人提供 1～2 杯温水；

——引导：康养结束，引导游客至休息区休息，更衣，并提醒游客补充水分。

说明：秋冬季节，提醒游客康养后做好保暖，康养后6h之内勿食油腻或冰凉食物，饮食清淡为宜。

4.2 大盐康养类型、步骤及注意事项

4.2.1 大盐水浴

4.2.1.1 类型

4.2.1.1.1 局部盐浴，手浴或足浴。用盐水（盐水矿化度 40g/L～60g/L 盐）对人体局部进行揉擦、按

摩，水温为 40℃～45℃，10min/次～15min/次，每天进行或隔天进行效果更佳。

4.2.1.1.2 全身盐浴（即泡浴）。全身浸泡于盐水中（盐水矿化度 20g/L～40g/L），水温为 36℃～40℃，

10min/次～15min/次，每两天或隔一天进行效果更佳。

4.2.1.2 步骤

——暖身。将身体充分浸入水中，放松身体，使身体毛孔打开。

——入浴。待身体微微发汗后，搭配做身体局部运动揉擦、按摩，使身体持续发汗。

——休憩。离开水中稍微休息，再度泡入水中, 盛水淋至人体所需部位, 全身松弛。

——浴后冲洗。浴后用浴巾包裹身体，休息 15min～25min，同时饮用淡水。

4.2.1.3 注意事项

——忌空腹、醉酒或血糖低者进行盐水浴；

——不宜餐后立即洗浴，建议餐后 60min 后进行；

——不宜立即进行剧烈运动，建议休息 30min 后进行；

——急性状态皮肤病或传染性皮肤病不宜进行盐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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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有开放性伤口者不宜进行；

——水浴过程中防止盐水进入口、眼、鼻内；

——水浴过程中出现皮疹、呕吐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

——水浴后宜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并适量进食；

——严重高血压、心功能失代偿的心脏病、脑中风急性期等病人不宜进行。

4.2.2 大盐热敷

4.2.2.1 类型

4.2.2.1.1 全身热敷。平躺于温热大盐之上，然后用热盐裹覆全身，利用盐渗透性强的特性，其中各

种有效元素和矿物质渗透到人身体机理，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热敷温度为 35℃～45℃，热敷时

间 20min/次～25min/次为宜。

4.2.2.1.2 局部热敷。取合适体位，露出需热敷部位或穴位，将加热后的盐热敷袋（包）敷于其表面

固定。热敷温度不应超过 60℃，热敷时间 20min/次～30min/次为宜。

4.2.2.2 注意事项

——热性病、高热、神昏、出血性疾病者不宜进行；

——皮肤破损、身体大血管处、身体局部无知觉及一切炎症部位者不宜进行；

——身体部位有性质不明包块者不宜进行；

——热敷后注意避风保暖，不可过度疲劳，宜饮食清淡；

——热敷过程中注意观察皮肤状况，防止烫伤；

——热敷后30min内不宜冷饮或进行冷水浴，热敷后建议多饮用淡水；

无民事行为能力者或对热不敏感者不建议进行，需在监护人监测下进行。

4.2.3 大盐康体

4.2.3.1 大盐康体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4.2.3.2 类型

4.2.3.2.1 大盐搓浴。淋浴或桑拿时将大盐浴盐涂抹身体所需部位, 然后轻轻按摩, 使之全面渗透,

最后彻底清洁身体肌肤。

4.2.3.2.2 大盐泡浴。人体用水充分浸泡后，用大盐泡浴盐从颈部开始至脚部顺序涂抹全身，待身体

表面出现滑腻后，再用清水冲洗，最后在温水中浸泡身体，擦干后即可结束。（泡浴过程中可用长柄柔

软毛，刷沾浴盐在背部进行均匀涂抹）。

4.2.3.2.3 面部去角质。将大盐浴盐经水调制，从额部和颈部自上而下涂抹，并环形按摩 3～5次/处，

待面盐水干透呈白粉状时，以温水洗去盐粉，再用清水洗净面部，最后涂上保湿乳液等营养液。

4.2.3.2.4 体部去角质层。先进行身体冲淋，然后将调制后的大盐按摩盐，按先手肘，后大小腿，再

胸、腹、背部的顺序涂抹，并加以按摩。待盐水干后，躺在温水里浸泡 3min～5min 后，再用清水冲洗

干净即可。

4.2.3.2.5 足部去角质层。 用热水泡脚 8min～10min，用大盐足浴粉揉擦厚茧部位 5min～10min，其

后再用水清洗干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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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6 祛除油脂。先用温水湿润油脂分泌旺盛区，然后将大盐粉末抹在其湿润部位，用中指指腹

由下向上做挤压式按摩 3min～5min，最后用清水洗净即可。

4.2.3.3 注意事项

——应防止盐水进入口、眼、鼻内；

——严重高血压、心功能失代偿的心脏病、脑中风急性期等病人不宜进行；

——过程中出现皮疹、呕吐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

——身体有开放性伤口不宜进行。

4.2.4 盐屋康养

4.2.4.1 类型

盐屋康养主要有盐雾康健、盐屋养生两种方式。

——时间：20min/次～35min/次。

——室温：盐雾康健 20℃～28℃为宜，盐屋养生 35℃～45℃为宜。

——频率：盐雾康健建议每周一至两次，盐屋康养建议一周一次为宜。

4.2.4.2 步骤

——康养前：进入盐屋前先洁净身体，卸妆，摘掉隐形眼镜，更衣区更换宽松衣物；

——康养中：过程中建议走动5min～15min，同时饮用适量温水或弱碱性温水，走动后可静坐或平

躺；

——康养后：结束后至休息区收汗（避免直接受风），适量饮用温水，然后至更衣区更衣。

4.2.4.3 注意事项

——过程中不宜揉搓身体表面，不宜敷面膜；

——过程中宜补充电解质饮料或淡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

——醉酒，空腹或饱餐后60min后方可康养；

——严重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妇女三期不宜进行；

——老人和儿童须有监护人陪同下方可进行；

——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建议立即停止；

——康养时衣物宽松舒适为佳，不宜佩戴隐形眼镜，女性游客建议卸妆；

——过程中不宜频繁出入。

5 服务质量规范、评定、监督

5.1 服务质量规范

5.1.1 服务质量

5.1.1.1 应建立、完善大盐康养质量管理规范、服务质量的考核评定与监督规范，并保持有效运行。

5.1.1.2 各种服务设施应处于良好状态，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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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工作人员

营业区域内应按照三定原则配备相应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按照不同岗位统一着装，佩戴服务标识牌。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待客热情，主动有礼，会讲普通话。

——具有工作应急处置能力，对本职工作有高度认识。

——坚守岗位，不擅自离岗、并岗、或做与岗位无关的事情。

——岗中密切关注游客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置，确保游客安全。

——掌握本岗位的服务流程和相关知识，为游客提供规范化服务。

——注重个人卫生和仪容仪表，并遵守相关规定。

5.1.3 标志

5.1.3.1 营业区内各类通用符号、旅游休闲符号、购物符号、无障碍设施符号的设置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GB/T 10001.5 和 GB/T 10001.9 的要求。

5.1.3.2 各种标志的安装位置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

5.1.3.3 按照景区相应等级或营业场所规范要求，文字规范，并满足游客需要。

5.2 服务质量评定

5.2.1 根据服务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制定相应考核评定办法，定期进行综合考核评定。

5.2.2 定期对考核评定结果进行分析评价，适时对服务质量提出意见，并实施改进。

5.3 服务质量监督

5.3.1 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对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5.3.2 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5.3.3 向社会公开监督电话、网址等，并由专人负责，接受社会各界、监管部门和游客的监督。

5.3.4 每半年发放一次调查问卷，征求游客及旅行社意见和建议，调查问卷内容重点应包括服务质量、

安全保障、环境保护和服务设施等。

6 大盐康养卫生要求

6.1 营业区内室内温度、湿度、采光照明、空气质量、生活饮用水、沐浴用水、场所内公共卫生要求

及其检验检测结果应符合 GB 37488 中规定的要求，工作运行记录参见附录 A《工作交接记录单》。

6.2 卫生标准

6.2.1 地面、墙裙：无灰尘、脚印、污渍、纸屑、杂物等。

6.2.2 装饰物： 无灰尘、污垢，物品定置摆放。

6.2.3 公共区域：无障碍物，无硬质物品，设施设备保持正常、光洁，保持无水渍和污渍。

6.2.4 垃圾桶：桶内垃圾不得超过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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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高空：无吊尘、蛛网等。

6.2.6 卫生间：光亮整洁，无异味、无虫、无斑点。

6.3 消杀规范

6.3.1 地面：宜每周进行两次消毒，列入周卫生计划。

6.3.2 公共设施： 每班应进行消毒擦拭，列入日卫生计划。

6.3.3 卫生间： 宜每班进行两次消毒，列入日卫生计划。

6.4 监督检查

6.4.1 每班前、餐后，对员工仪容仪表进行检查，规范后再上岗。

6.4.2 营运时间内，质检人员每隔 60min 巡检一次，重点对安全、卫生、服务质量等进行检查。

6.4.3 客用容器、毛巾等，每 60min 巡检一次，直接接触皮肤客用品一客一换。

6.4.4 营运时间内，每 120min 对区域内室温、湿度进行测量，异常及时报知相关维修保障部门。

7 大盐康养安全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新上岗或转岗员工应对进行岗前培训并考核。

7.1.2 每半年对从业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并考核。

7.1.3 安全管理部门应加强日常安全工作的检查、督导，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应及时整改。

7.1.4 营业区内地面应平整，亮度充足，特殊地面应有安全提示，工作人员应随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7.1.5 营业区域应明示大盐康养告知注意事项及安全警示提示语。

7.2 安全设施

7.2.1 根据消防安全要求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器具或火警监控系统，设置消防通道并保持畅通，消

防设施完好率应达 100%。

7.2.2 设置符合标准的监控设施，并保持营业时间内正常运行，重点部位、危险区域监控应全覆盖，

监控 画面应有足够清晰度。

7.2.3 监控设施应经常检查，及时维护保养，保持运行正常。

7.2.4 营业区内其它设施设备、附属设施应定期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7.2.5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事故处理应及时、妥当，记录应保持完整，定期进行消防演练。

7.3 安全监护

7.3.1 逐批按规范对康养游客讲解注意事项。

7.3.2 严禁醉酒、严重心脏病患者、皮肤严重过敏患者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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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随时关注康养过程中游客状态，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并上报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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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工作交接记录单

部门 班次 时间

签到

时间

姓名

客情

消耗

品

客用 责任人

自耗 责任人

安全

消毒

记录
时间 消毒内容 消毒药品 浓度 责任人

卫生

记录
日卫生内容 周卫生内容 责任人 整改时间 复查人

其他

事项

交班人： 接班人：

备注：1、客情包括：接待人数、收入、人均，游客意见、建议、投诉等事项。

2、其他事项主要记录环境：室温、湿度，项目指标参数，设施设备状况，公司上传下达事

项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