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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饮食减脂管理人员职业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碳饮食减脂管理人员的等级划分依据、基本条件以及各等级人员的学历、工作经验

和能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其他相关行业领域可参照使用。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低碳饮食 low-carbohydrate diet 

是一种降低碳水化合物在总能量中的比例或减少每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适量提供蛋白质和脂肪

的饮食模式。 

2.2 

低碳饮食减脂管理 low-carbohydrate diet fat reduction management 

根据客户体质特征，提供包含综合营养、运动、生活方式等要素的个性化低碳饮食方案，并对当天

摄入的食物、水分及运动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记录的减脂方法，通过每日知识科普让客户形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保持理想体重的减脂管理方法。 

3 等级划分与依据 

3.1 等级划分 

低碳饮食减脂管理人员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中级低碳饮食减

脂管理师、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3.2 依据 

低碳饮食减脂管理人员等级划分以相关的专业知识、学历、工作经验和能力为依据。 

4 基本条件 

4.1 职业道德要求 

4.1.1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团结协作。 

4.1.2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钻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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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认真负责、服务客户、平等待人。 

4.1.4 尊重隐私、讲求质量、热情周到。 

4.1.5 科学求实、精益求精、开拓创新。 

4.2 基本素质要求 

4.2.1 具有倾听和表达能力，能够正确理解客户需求。 

4.2.2 具有沟通、协调能力和亲和力。 

4.2.3 思维敏捷，具有共情能力。 

4.2.4 具有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4.3 基础知识要求 

    应了解并掌握基础营养学、低碳水原理、基础医学、常见慢性病调理、体控心理学、健康教育学、

体脂管理、健康管理服务营销、健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基础知识。 

5 学历及工作经验要求 

5.1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医学或食品及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营养师、健康管理、体重管理、

低碳饮食管理或相关岗位工作 2 年（含）以上，并取得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专业能力合

格证书； 
——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证书，经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正规培训，理论知识满 70 学时，实

践操作满 50 课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5.2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医学或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营养师、健康管理、体重管

理、低碳饮食管理或相关岗位工作 3 年（含）以上，并取得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专业能

力合格证书； 
——具有非医学或非食品等其他不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5 年（含）以上，经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正规培训，理论知识满 70 学时，实践

操作满 50 课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取得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中级低碳

饮食减脂管理师正规培训，理论知识满 70学时，实践操作满 50课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5.3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医学或食品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营养师、健康管理、体重管理、低

碳饮食管理或相关岗位工作 5 年（含）以上，并取得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专业能力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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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具有非医学或非食品等其他不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7 年（含）以上，经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正规培训，理论知识满 70 学时，实践

操作满 50课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取得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经高级低碳

饮食减脂管理师正规培训，理论知识满 70学时，实践操作满 50课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6 能力要求 

6.1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6.1.1 信息的收集与管理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数据收集与管理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通过健康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客户的姓名、性别、职业等基本信息，了解客户的健康状况、

饮食习惯、既往病史、过敏史和家族遗传病史等情况，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筛选,

能初步判断信息准确度； 

——掌握体格测量与评估方法,能够进行身高、体重、皮褶厚度等指标的测量与评价，准确记录

测量结果； 

——记录客户每天体脂变化情况,统计相关数据,并能够录入信息； 

——能够用计算机或者手机等传递和接收相关信息； 

——减脂成功后，应对客户的减脂情况进行总结并及时纳入减脂数据档案； 

——及时更新并完善低碳饮食减脂管理知识库和客户档案。 

6.1.2 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根据体格测量结果得出异常体脂评估指标； 

——根据异常体脂评估指标可以识别出危险因素； 

——根据判断做出书面或口头报告。 

6.1.3 减脂健康指导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健康指导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根据制定的饮食方案，通过互联网等工具监督客户每天的用餐及体重变化情况，不符合要

求的给予及时指导； 

——服务过程中应定期通过电话、社交软件或上门的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减脂情况进行跟踪随访； 

——能够传播低碳饮食减脂健康的相关信息； 

——能够按照既定方案，发送相关教育材料。 

6.1.4 减脂异常情况干预 

    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异常情况干预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按照指定的方案或利用特定的工具对低碳饮食减脂过程中常见的异常因素和情况实施

干预； 

——对干预过程进行记录，检查是否达到或偏离既定目标，并反馈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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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6.2.1 减脂监测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监测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根据低碳饮食减脂需求设计信息采集表，如健康调查问卷等； 

——掌握膳食管理技能，并能够设计膳食食谱； 

——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深入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结合产品服务特性为客户出具健康评估报

告，并根据报告结果和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健康、有效、个性化的低碳饮食减脂服务方

案，低碳饮食减脂服务方案应包含减脂目标、减脂服务的内容及流程等； 

——按照低碳饮食减脂方案，结合客户的具体情况按时、按质、按量提供相应的服务，协助客户 

达成减脂目标； 

——能制定并实施低碳饮食减脂效果监测方案，服务过程中能定期对客户的减脂效果进行评价，

根据减脂效果随时调整减脂方案； 

——能对监测方案进行质量控制。 

6.2.2 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识别重要的或可优先改善的体脂危险因素，选择体脂风险评估工具或方法； 

——能够分析影响体脂健康的危险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原因，评估个体体脂风险程度。 

6.2.3 减脂健康指导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健康指导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根据客户的低碳饮食减脂需求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育计划，对客户进行相应的教育与

引导，帮助客户提高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能够组织实施低碳饮食减脂教育计划； 

——能够针对客户不同需求，利用电话、社交软件、面谈等方式进行低碳饮食减脂咨询； 

——能够根据咨询结果进行个性化指导； 

——客户成功减脂后，能根据减脂情况给予成功减脂后的饮食方案指导。 

6.2.4 减脂异常情况干预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异常情况干预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制定低碳饮食减脂异常情况干预计划实施方案，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若减脂数据或身体情

况异常，能分析原因，及时给出调整方案； 

——能根据客户对低碳饮食减脂需求确定优先干预的减脂异常因素； 

——能对低碳饮食减脂异常因素干预计划实施方案进行全程监督与调控； 

——低碳饮食减脂方案应兼顾健康性与科学性，排除潜在异常因素并实施营养监控。 

6.2.5 培训与指导 

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培训与指导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够对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开展理论培训； 

——能够指导初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进行具体工作的开展。 

6.3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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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减脂监测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监测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分析、确定并量化客户的低碳饮食减脂需求； 

——能监督低碳饮食减脂服务方案的实施； 

——能评估低碳饮食减脂监测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6.3.2 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体脂风险评估与分析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根据体脂危险因素确定不同客户的风险程度； 

——能确定体脂风险管理的重点； 

——能制定体脂风险管理方法。 

6.3.3 减脂健康指导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健康指导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审核低碳饮食减脂健康教育计划； 

——能编写制作低碳饮食减脂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对个人或群体进行健康教育与推广，普及低碳

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 

——能评估低碳饮食减脂健康教育效果； 

——能制定、落实及评估低碳饮食减脂健康促进计划。 

6.3.4 减脂异常情况干预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减脂异常情况干预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评估和修订低碳饮食减脂异常因素干预计划； 

——能对低碳饮食减脂异常因素干预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能制定低碳饮食减脂异常因素干预计划的评估方案； 

——能根据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 

6.3.5 培训与指导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培训与指导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对初、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进行督导； 

——对初、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开展理论培训； 

——能编写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培训课件和讲义； 

——能编写实践指导教案和手册，制定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技能培训计划，并进行教学； 

——对初、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业务能力和低碳饮食管理技术应用成效进行定期评估并指

出努力方向； 

——能够对典型个案进行专题讲解和分析； 

——审查和督导初、中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低碳减脂方案和提供减脂服务的过程。 

6.3.6 研究与开发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能进行文献检索和综述，并进行低碳饮食减脂管理的研究； 

——能够进行低碳饮食减脂方案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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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客户管理与扩展能力 

 高级低碳饮食减脂管理师的客户管理与扩展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妥善解决客户投诉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整改效果； 

——与老客户保持良好联系，挖掘其身边潜在客户资源，形成老客户推荐新客户的机制； 

——多渠道、多途径的获取客户信息，不断扩展新的客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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