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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锐 处理锐 
器指南器指南

使用锐器或针时应使用锐器或针时应
谨慎！谨慎！

锐器或针可能会导致他人受伤，也锐器或针可能会导致他人受伤，也

可能会传播疾病（比如肝炎，艾滋可能会传播疾病（比如肝炎，艾滋

病病毒或艾滋病），损坏回收设病病毒或艾滋病），损坏回收设

备，且会有长期的影响。你有能力备，且会有长期的影响。你有能力

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只需要安全的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只需要安全的

处理你使用过的锐器即可。请勿将处理你使用过的锐器即可。请勿将

他人置身于危险中，特别是我们他人置身于危险中，特别是我们

现已有安全的可行方法。现已有安全的可行方法。

在家避免被针刺伤，请勿做在家避免被针刺伤，请勿做
一下几点：一下几点：

  勿勿把使用过的锐器、针、注射器、

采血针扔进垃圾桶，无论是在家

还是在外。

  勿勿把锐器或针扔进回收垃圾桶

  勿勿把锐器或针从马桶冲掉。

  勿勿把锐器和中放进塑料食物容

器，咖啡罐，塑料袋，玻璃瓶或汽

水瓶。

  勿勿把锐器或针交给其他人。

  勿勿把锐器容器装得过满（最多装%

满）。

  勿勿将非尖锐物品放进锐器容器（

比如药，绷带，手术器械，以及其

他大的金属零件，硬物，厚塑料

包，玻璃，布，温度计，测试条，液

体药物）。

保持安全保持安全
妥善合法地处理锐器和针妥善合法地处理锐器和针， 

应应做到以下几点做到以下几点：

  
 应应获取一个有得到批准的容器或

自建一个得到批准的替代容器， 

例如消毒液或洗衣液的容器，把

你的锐器放在里面然后在运输和

处理。

  
 应 应在你存放锐器的容器上加上固

定的盖子。

  
 应 应咨询你们的HHW 项目查询家用

产生的锐器收集站。

  
 应应询问你们的HHW 项目说明锐器

或针的管理以及处理，在有需要

的情况下。

  
 应应在锐器容器的两边都贴上生物

危害垃圾的标识。

拨打拨打  1-800-OILY CAT 
(645.9228)  或或 909.382.5401

来查询妥善合法处理家用产生来查询妥善合法处理家用产生
的锐器和针的锐器和针

 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家人

 你的社区你的社区

 野生动植物野生动植物

 环境环境

一定要使用获得批准
的锐器容器。

居住在以下居住在以下城市城市范围内的市民， 范围内的市民， 

请联系：请联系：

芳塔娜市芳塔娜市  (Fontana): 909.350.6789

兰丘库卡蒙加市兰丘库卡蒙加市  (Rancho 
Cucamonga): 909.919.2635

居住在以下居住在以下郡郡范围内的居民， 范围内的居民， 

请联系请联系: 

河滨郡河滨郡: 800.304.2226

洛杉矶郡洛杉矶郡: 800.988.6942

橙郡橙郡: 714.83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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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VALLEY  92308 
13450 Nomwaket Road
  星期六：早上  10 点

到下午  2 点

BARSTOW  92311
City of Barstow  
Corporation Yard
900 South Avenue ‘H’ 
  星期六：早上 9 点

到下午 2 点

BIG BEAR LAKE  92315 
Public Service Yard 
42040 Garstin Drive 
  星期六：早上9 点到

下午2 点

HESPERIA  92345 
Hesperia Fire Station 
17443 Lemon Street 
  星期四：早上9 点到

下午1 点星期六：早
上9 点到下午2 点

JOSHUA TREE  92252
West of Transportation/ 
Flood Control Building 
62499 Twentynine Palms 
Highway 
  第三个星期六：早

上9 点到下午1 点 

ONTARIO  91761
1430 South Cucamonga 
Avenue 
  星期五和星期六：

早上9 点到下午2 点

RIALTO  92376
City Maintenance Yard 
246 Willow Avenue 
  第二和第四个星期

五和星期六：早上8 
点到中午12 点

SAN BERNARDINO  
92408
San Bernard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 
2824 East ‘W’ Street 
  星期一  -- 星期

五：早上9 点到下午
4 点

TRONA  93562
County Fire Station 
83732 Trona Road 
 每季度开放

REDLANDS  92374
Redlands City Yard 
500 Kansas Street 
  星期六：早上9 点

到下午2 点

UPLAND  91786 
Upland City Yard 
1370 North Benson Avenue 
  星期六：早上7 点30 

分到下午12 点30 分

VICTORVILLE  92392 
San Bernardino  
County Fairgrounds 
East of Desert Knoll Drive on 
Loves Lane 
  星期三和星期天：

早上9 点到下午4 点

正确处理锐器或针的方法选项正确处理锐器或针的方法选项
以下这些家庭危险废物 (HHW) 回收机构，他们都可以帮助圣伯纳迪诺郡居民处理装在受批

准的容器或受批准的替代容器中的家用锐器或针。

圣伯纳迪诺郡公共卫生实验室接收圣伯纳迪诺郡全部居民处

理装在受批准的容器或受批准的替代容器中的家用锐器或针。

拨打  909.458.9430  |  150 East Holt Boulevard, Ontario 星期一 – 星期五：
早上8 点 – 下午5点

考虑使用“寄回”方式来合理处理，你可以在网上购买寄回容器。 

以下是获得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批准的寄回服务机构 （可能会有费用）:

处理家用锐器和针的安全选项处理家用锐器和针的安全选项

如何安全的处理锐器如何安全的处理锐器
圣伯纳迪诺郡居民可以安全的把他们使用过的锐器装在一个 2 加仑或更小的增固塑料
容器来替代由有参与家庭危险废物回收的机构提供的塑料生物危害容器。

容器应只用来装针，采血针，带有针管的注射器必须要是完全空的（不能残留有任何液
体，包括肾上腺素笔）。

如何做一个自己的容器：如何做一个自己的容器：
•  把锐器装在一个2 加仑或更小的增固塑
料容器由厚塑料制成（例如漂白水或洗
衣液容器）

•  不要使用食物容器

•  上面的瓶盖必须是螺旋形和抗穿刺的

•   2 加仑或更小

•  防漏

•  能够保持竖直不倒

•  两边贴上化学危害物的标签

•  当%满时，拧紧盖子，然后用胶带封住容
器

•  锐器容器应带到有参与 HHW 的机构进
行处理。

GRP: 800.207.0976  |  sharpsdisposal.com

Med Project: 833.633.7765  |  med-project.org

Republic Services: 855.737.7871   
republicsharps.com

Sharps Compliance, Inc.: 800.772.5657 
sharpsinc.com

Stericycle, Inc.: 800.355.8773  |  stericycle.com
点击打印免费标签  

sbcfire.org/ hhw

在HHW 回收机构有已打印好的标签

牛奶容器

瓶装水瓶

玻璃罐

金属罐

咖啡罐

不
能用来装锐器：

不
能用来装锐器：

处理锐器或针处理锐器或针
根据加州法律，把锐器或针放进垃圾桶，
回收桶或堆肥化同都是非法的。 

携带锐器或针旅行携带锐器或针旅行
不要把使用过的锐器或针仍在飞机上的
垃圾桶，酒店房间或公共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