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有疑问、意见或不满，请联系委员会。

美容美发委员会	
2420 DEL PASO ROAD, SUITE 100	

SACRAMENTO, CA 95834	
www.barbercosmo.ca.gov	

800-952-5210

选择美容学校前需要知道
些什么 

22_348 (01/23) 

委员会使命
弘扬道德标准、贯彻美容美
发行业相关法律，以保障加州
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为什么我需要获得执照？
 

在加州，美容师（全科）、美容师（护肤）和美甲师由美
容美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颁发执照并进行
监管。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持证人遵守本州法律和感染
控制标准，以保护消费者。  

我需要取得哪种类型的执照？
想一想您希望提供哪些类型的服务。请注意，全科美
容师（头发、皮肤和指甲护理）可以提供与护肤美容师
（皮肤护理）和美甲师（指甲护理）相同的服务。

委员会是否推荐学校？
委员会不得推荐具体学校。委员会编制本手册，帮助意
向学生了解关于美容学校的注意事项。

美容实践操作是指以下所有项目或其中若干项目的任
意组合：
梳理、造型、卷法、烫发、无机械永久烫发、永久烫 	•
发、清洁、剪发、洗发、直发、火烧、漂发、挑染、着
色、拉直、染发、涂抹生发油、美发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为任何人处理头发。

•	使用双手、设备、仪器或装置，对头皮、面部、颈部、
手臂或上身进行按摩、清洁或刺激，可以使用也可
以不使用化妆品、抗菌剂、活肤产品、乳液或面霜。1

•	使用化妆品制剂、抗菌剂、活肤产品、乳液或面霜，
对面部、颈部、手臂或上身进行美化。1

•	使用脱毛剂或镊子、化学品或制剂，或使用任何性
质或类型的装置或器具，去除人身上的多余毛发，
不包括使用光波（通常称为激光）。1

•	指甲剪短、修剪、抛光、涂色、着色、清洁或美甲。 2

•	手或脚的按摩、清洁、处理或养护。 2

•	对睫毛和眉毛进行染色和烫染，或者种植睫毛。 1 

1包含在护肤作业中 
2包含在指甲护理作业中

https://www.barbercosmo.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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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学校 投诉
根据委员会批准学校的名单，访问学校网站、打电话 关于委员会批准的学校在健康和安全问题上违反《理
咨询或前往学校，了解学校开设的课程、课程体系、学 发与美容法规》、未满足最低设备要求以及/或未经委
费、学生服务等等。在网上查看往届学生的评论。调查 员会批准擅自经营的情况，委员会具有管辖权。如果
多所学校，了解哪所学校适合您。 您对委员会管辖事宜有任何疑虑，可以在委员会网站

上进行投诉： https://barbercosmo.ca.gov/enforcement/您需要通过书面执照考试才能获得美容师（全科）、 
complaint.shtml。如果学校向您兜售学时或没有教授美容师（护肤）或美甲师执照。访问下列网址，查看学

校的执照考试通过率/不及格率：www.barbercosmo. 规定课程，您也可以提交投诉。

委员会批准的美容学校
美容学校由委员会批准。学校必须符合委员会的基本
课程要求，才能获得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不承认未
经委员会批准的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参加这些课程获
得的任何学时和取得的任何证书均无法作为您参加委
员会考试的资格条件。
委员会不会批准美甲、美容（护肤）、化妆或睫毛嫁接学
校。任何属于美容全科范畴的服务必须由符合各项学校
要求并开设完整的美容全科课程且获得批准的美容学
校教授。批准学校名单可以在委员会网站上查看： 
www.barbercosmo.ca.gov/schools/approved_schools.pdf。
课程最低学时要求如下： 

–美容（全科） = 1,000小时 

–	美容（护肤） = 600小时 

–	美甲 = 400小时
学校课程设置的学时可以超过最低学时数。如果学校
的最低课程要求超出了本州发放执照的最低要求，学
校应作出披露，包括不属于本州执照规定课程的其他
课程清单。请向学校了解所开设的课程。

ca.gov/schools/schls_rslts.shtml。

资格认证
资格认证是指认证机构对某一机构保持一定教育水准
的认可。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的数据库网址： 
https://ope.ed.gov/dapip。委员会不得推荐认证机构。
资格认证保证了一定水平的学术质量。获得资格认证
表示学校取得了不错的学生成果，如学生保有率、毕业
率和就业率。委员会批准的学校不需要进行认证，但在
调查学校时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课程体系
全科美容课程体系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技术和实践
教学： 

•	 100小时的健康和安全教学 

•	 100小时的消毒和卫生知识教学 

•	 200小时的化学品美发服务 

•	 200小时的发型设计服务 

•	 150小时的护肤服务 

•	 50小时的脱毛以及睫毛和眉毛修整服务 

•	 100小时的美甲和修脚
护肤美容课程体系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技术和实践
教学： 

•	 100小时的健康和安全教学

私立高等教育局
所有学校均必须满足最低的运营要求，才能合法运
营。私立高等教育局（ BPPE）对加州私立高等教育机
构实施监督，以保护学生和消费者。
如果您有涉及欺诈、合同问题（未遵守入学协议）、教
师不合格、经营活动未经 BPPE批准以及其他州或州机
构给予的纪律处分的疑虑，可以访问 BPPE的网站 
https://www.bppe.ca.gov，拨打免费电话（ 888）370 7589，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bppe@dca.ca.gov。

•	 100小时的消毒和卫生知识教学 

•	 350小时的护肤教学 

•	 50小时的脱毛以及睫毛和眉毛修整服务
指甲护理课程体系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技术和实践
教学： 

•	 100小时的健康和安全教学 

•	 100小时的消毒和卫生知识教学 

•	 150小时的美甲和修脚教学
有关最低课程要求的更多信息，请查看《商业与职业
守则》（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第7362.5、7364和 
7365条。

https://www.barbercosmo.ca.gov/schools/approved_schools.pdf
https://www.barbercosmo.ca.gov/schools/schls_rslts.shtml
https://www.barbercosmo.ca.gov/schools/schls_rslts.shtml
https://ope.ed.gov/dapip/#/home
https://barbercosmo.ca.gov/enforcement/complaint.shtml
https://barbercosmo.ca.gov/enforcement/complaint.shtml
https://www.bppe.ca.gov/
mailto:bppe%40dca.ca.gov?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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