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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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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圣福康（天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慢病防治培训中心、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晓霞、宋雁宾、闫玉仙、赫慧忠、谭桂军、梁朝晖、

马学华、陈伟、邸阜生、李媛媛、李研、兰晓霞、郭宏霞、包焜、陈飞燕。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和圣福康（天津）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未经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和圣福康（天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同意，

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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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重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体重管理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

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3745 学科分类与代码

GB/T 6565 职业分类与代码

GB/T 34821 体重控制保健服务要求

WS/T 424 人群健康监测人体测量方法

WS/T 428 成人体重判定

WS/T 464 食物成分数据表达规范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

WS/T 586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超重 overweight

体内脂肪积累过多，可能造成健康损害的一种前肥胖状态。

[WS/T 586-2017，术语和定义3.1]

3.2 肥胖 obesity



3

由多因素引起，因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导致体内脂肪积累过多达到危害

健康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WS/T 586-2017，术语和定义3.2]

3.3 中心型肥胖 central obesity

脂肪在腹部蓄积过多称为中心型肥胖（central obesity），通常用腰围进行判

定。

[WS/T 428-2013，术语和定义3.5]

3.4 体重指数，体质指数，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一种计算身高比体重的指数，计算方法是体重(kg)与身高(m)平方的比值。

[WS/T 428-2013，术语和定义3.3；WS/T 586-2017，术语和定义3.3]

3.5 食物成分表 food composition table

以表格形式来组织、编写和管理食物成分数据的集合。这些数据有主题、可

标识，规定了变量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根据主题不同，食物成分表分为综合性

成分表和简编成分表。

[WS/T 464-2015，术语和定义3.2]

3.6 体成分 bodycomposition

人体的构成成分，包括水分、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等。

[WS/T 476-2015，术语7.2]

3.7 营养过剩 overnutrition

长期过量摄入产能营养素引起的一种不健康状态。早期表现为超重，进一步

发展为肥胖病。

[WS/T 476-2015，术语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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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身高 body heigh

站立位足底到头部最高点的垂直距离。

[WS/T 424-2013，术语和定义3.3]

3.9 腰围 waist circumference; WC

腋中线肋下缘和髂嵴连线重点的水平位置处体围周长；12岁以下儿童以脐上

2cm为测量平面。

[WS/T 424-2013，术语和定义3.6]

3.10 臀围 hip circumference

经臀峰点水平位置处体围周长。

[WS/T 424-2013，术语和定义3.7]

3.11 皮褶厚度 skinfold thickness

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厚度。

[WS/T 424-2013，术语和定义3.8]

3.12 腰臀比 waist hip ratio; WHR

腰围和臀围的比值。

[GB/T 34821-2017，术语和定义3.7]

3.13 体脂肪率 body fat ratio, BFR

人体脂肪重量与体重的百分比。

[GB/T 34821-2017，术语和定义3.9]

3.14 内脏脂肪指数 visceral fat index, VFI

一种衡量附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含量的指标。

[GB/T 34821-2017，术语和定义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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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体重管理 weight management

医师、营养师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对服务个体或群体进行综合评估，给出综

合饮食、运动、行为等要素的个性化方案，利用移动互联平台对其进行实时监控、

调整、教育、指导，最终达到并保持理想体重。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护理、营养与保健、康复技术、中医护理、中医康复保健、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能养老服务、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

高等职业学校：临床医学、护理、健康管理、医学营养、药学、医学检验技

术、医学影像、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中医学、预防医学、助产、社区康复、

卫生信息管理、公共卫生管理、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营养与检测、针灸推拿、

医学生物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中医养生与保健、

老年保健与管理、社区康复、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幼儿发展

与健康管理、体育保健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临床医学、护理学、康复治疗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

临床营养学、中医康复学、养老服务与管理、中医学、心理学、公共事业管理、

康复工程等。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在健康服务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康复、健康养老服务机构、孕产

及母婴护理机构、慢病管理机构）、健身服务机构、体检中心、医院、体重管理

相关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和相关社会公益服务等领域，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体重管理

等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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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体重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体重管理】（初级）：主要面向生产销售健康、健身、康复等产品企业；

美容美体机构、健身服务机构、健康管理机构、保险公司、体重管理工作室、大

中型企事业单位等的体重管理。从事基础健康评估、营养干预、运动指导、数据

检测，为个体或群体（肥胖0级）进行体重管理和健康教育工作。

【体重管理】（中级）：主要面向体检中心、健康管理机构、孕产及母婴个

护理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康复机构的体重管理。从事综合健康评估、分析，根

据个体或群体（一级肥胖）需求和评估结果，制定体重管理方案并实施管理。在

管理过程中，能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方案，并具备指导初级体重管理人员的能力。

【体重管理】（高级）：主要面向体检中心、健康管理机构、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的体重管理。从事健康评估、区分慢性疾病风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心

脑血管等疾病）、膳食营养分析、认知行为及心理干预、运动指导、培训教育，

根据个体或群体（二级肥胖及以上）需求和评估结果，设立体重、健康指标和干

预目标的综合管理方案并实施。同时，能在该领域从事较为深入的科学研究工作，

具备较强的指导和管理能力，具备管理、培训、指导初级、中级体重管理人员能

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体重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健康信

息收集

1.1基本信

息采集

1.1.1 能恪守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

掌握专业技能，能用耐心、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接待

服务对象。



7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2 能根据体重管理规范正确选用健康信息记录表及调

查问卷。

1.1.3 能准确采集个体基本信息、健康状况、膳食营养、

体力活动、生活方式等信息并如实记录。

1.1.4 能核对和整理调查问卷记并剔出无效信息。

1.2人体健

康检测

1.2.1 能按照《人群健康监测人体测量方法》规范对身高、

体重、腰围、臀围进行叙述并测量。

1.2.2能叙述人体成分分析仪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注意事项。

1.2.3 能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体脂仪）进行人体成分检

测。

1.2.4能识别简单的因设备操作不当造成的数据收集失败，

并能及时纠正。

1.3信息管

理

1.3.1 能使用相关工具准确录入、汇总上述信息。

1.3.2 能核对和判断信息的准确度，并对汇总的个体问卷

及检测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剔除无效信息。

1.3.3 能编制个体健康管理报告。

1.3.4 能保存体重管理健康信息并建立个体或群体体重管

理档案。

1.3.5 能根据测试及评估工作的开展及时更新体重管理档

案信息。

1.3.6 能根据阶段性体重干预结果及时更新相关档案信

息。

2.健康评

估

2.1生活方

式风险评

估

2.2.1 能正确叙述不良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吸烟、不合

理膳食、缺乏体力活动/运动、酗酒、压力）。

2.2.2 能根据膳食营养信息进行营养评估。

2.2.3 能根据体力活动信息进行体力活动的评估。

2.2.4 能根据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等信息进行健康评估。

2.2健康危

险因素识

别

2.2.1 能正确叙述超重肥胖分期（0期、一期、二期、三期）

标准和慢性常见病的危险因素。

2.2.2 能根据个体健康状况、生活方式、膳食、体力活动

信息识别体重相关的健康危险因素。

2.2.3 能了解掌握个体家庭、家族超重或肥胖与其健康关

系和影响的相关知识。

2.2.4 能与服务对象开展有效沟通，帮助个体认识存在的

体重相关的健康危险因素。

2.3体重结

果判定

2.3.1 能参照《成人体重判定》和检测结果对个体进行体

重判定。

2.3.2 能初步了解与体重相关的实验室检测正常和异常指

标

2.3.3 能够正确界定初、中、高级体重管理人员管理权限.

2.3.4 能够准确区分界定初、中、高级体重管理干预人群，

对肥胖一期及以上个体或群体及时转介绍至上一级体重管



8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理人员进行指导，对具有潜在医学风险的肥胖个体或群体

需及时转介绍至专业医务人员或机构。

3.方案制

定与实施

3.1管理方

案制定

3.1.1 能准确叙述限能量平衡膳食（CRD）、高蛋白质膳食

（HPD）、轻断食模式(间歇式断食)方法及适用人群，以及

生活方式干预方法。

3.1.2 了解体重管理代餐的种类和功能。

3.1.3 了解国家食品、保健品的安全生产及销售的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消费者权益相关法规。

3.1.4 能针对对个体情况制定体重管理目标和实施计划。

3.2管理方

案实施

3.2.1 能使用健康管理平台对个体实施数据管理。

3.2.2 能在实施过程中对体重相关指标（体质指数、腰围、

体脂率、体脂肪量、内脏脂肪、肌肉量、基础代谢）进行

定期监测。

3.2.3 能分析异常数据产生原因，并及时与个体进行沟通

解释。

3.2.4 能在管理实施过程中,鼓励个体信守约定,坚持按照

共同制定的方案执行。

3.3 管理方

案调整

3.3.1 能准确叙述体重管理方案包含主要内容。

3.3.2 能识别个体不能坚持管理的人为因素。帮助其寻求

外部支持。（家庭、朋友、同事等）

3.3.3 能根据个体身体情况、监测数据结果，及时调整膳

食结构、运动方式等，达到预期体重管理目标。

3.3.4 能对方案实施过程中个体工作原因(出差、加班等)

进行方案调整。

4.健康指

导

4.1健康数

据评价

4.1.1 能对个体的体脂、膳食营养等数据进行评价、

4.1.2 能对个体的运动方式和效果进行评价。

4.1.3 能帮助个体对健康生活方式进行回顾和评价。

4.1.4 能针对个体重管理中不同情况，重点需要改进和提

升的健康指数给予指出。

4.2健康指

导

4.2.1能帮助个体在管理过程中发现不良生活习惯,改正和

建立科学生活方式。

4.2.2 能指导个体进行科学运动（有氧、阻抗、柔韧性）、

膳食营养搭配，

4.2.3 能对个体在体重管理实施过程中，辅导其帮助总结

一套适合其个体的有效方法。

4.2.4 能帮助个体体重管理目标达标后,使其保持体力

活动并保持均衡营养能量饮食。

4.3健康教

育

4.3.1 能正确叙述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并对个体进行

膳食教育。

4.3.2 能读懂食品营养标签，并对个体普及科学、健康的

选购食品及热量计算等知识。

4.3.3 了解健康教育基本方法和常用教育工具。



9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4 能面向个体开展肥胖危害、科学饮食、良好生活方

式的健康教育。

表 2体重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健康信

息收集

1.1 基本信

息采集

1.1.1 能恪守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

掌握专业技能，能用耐心、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接待

服务对象。

1.1.2 能组合使用健康信息表和调查问卷，对个体或群体

进行健康风险信息收集。（含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运动

习惯等）。

1.1.3 能快速、准确的鉴别不合理信息，并及时进行更正。

1.1.4 能根据收集的相关信息，制定合理的个体或群体体

检方案。

1.1.5 能根据健康信息采集数据初步判别出引发肥胖的原

因及初步识别药品对肥胖的影响，确保体重管理方案的正

确实施。

1.1.6 能动态的分析所收集的健康信息资料。

1.2 人体健

康检测

1.2.1 能按照《人群健康监测人体测量方法》规范熟练测

量人体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等。

1.2.2 能规范熟练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体脂仪）进行人

体成分检测。

1.2.3 掌握体重管理需要检测的血压、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血脂、肝功能、肾功能检查、血尿酸及肝脏 B超等指

标判断标准。

1.2.4 能了解肥胖相关基因、维生素、微量元素、脂肪酸

比例及炎性因子、肠道菌群测定等相关知识。

1.3 信息管

理

1.3.1 能使用相关工具快速准确录入、汇总上述信息，用

于健康分析。

1.3.2 能对个体或群体的体重管理信息进行分析、分类。

1.3.3 能综合分析上述个体或群体的健康信息撰写健康报

告。

1.3.4 能将上述个体或群体健康信息，建立档案并保持更

新。

2.健康评

估

2.1 生活方

式风险评估

2.1.1 能根据膳食营养、体力活动、健康状况、生活方式

等信息进行对个人或人群进行体重管理综合风险评估。

2.1.2 能综合分析个体或群体健康信息，提出生活方式风

险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2.1.3 能找出超重或肥胖的原因及风险，并与个体或群体

进行宣讲。

2.1.4 能准确区分可干预个体或群体及是否需要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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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或其他专业人员协同干预，必要时通过协作实现管理。

2.2 健康危

险因素识别

2.2.1 能正确叙述 BMI≥24、腰围男性≥90cm 或女性≥

85cm、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危

险因素。

2.2.2 能根据个体健康检测信息，识别健康危险因素，特

别是慢性常见病的健康危险因素。

2.2.3 能叙述家族肥胖、慢病、生活方式与个体之间关系。

2.2.4 能帮助服务对象明确肥胖引发相关慢病的风险，理

解自身健康危险因素，并形成良好的体重控制依从性。

2.3 体重分

期评估

2.3.1 能参照《成人体重判定》对成人进行体重判定，并

依据体重判定结果及疾病史进行正确的超重或肥胖分期。

2.3.2 能结合医学实验室检测及仪器检查等结果对个体进

行体重分期评估。

2.3.3 能结合检测异常数据，给予个体进一步检测建议或

寻求高级技能体重管理人员。

2.3.4 对肥胖二期及以上个体或群体及时转诊至高级技能

人员指导，对具有潜在医学风险的肥胖个体或群体需及时

转介绍至专业医务人员或机构。

3.管理方

案制定与

实施

3.1 管理方

案制定

3.1.1 能正确叙述能量平衡（代餐）膳食、高蛋白膳食、

轻断食（5+2）方法及区别使用人群。

3.1.2 掌握体重管理代餐的种类和功能。

3.1.3 掌握国家食品、保健品安全生产、销售的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消费者权益相关法规。

3.1.4 能依据个体或群体需求，结合系统检测结果，制定

合理体重管理目标。

3.1.5 能根据个体或群体情况制定营养食谱、运动方案（有

氧、增肌、减重等）等体重管理方案。

3.2 管理方

案实施

3.2.1 能熟练使用体脂仪、可穿戴设备、管理云平台实施

体重管理方案。

3.2.2 能对个体实施过程中对体重相关指标以及血压、血

糖、心率、运动等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

3.2.3 能对需要监测血压、血糖、尿酸的个体在管理实施

中做好提示和监督。

3.2.4 能及时发现异常指标，需要医务人员干预及时转介。

3.3 管理方

案调整

3.3.1 能分析动态监测数据和检测数据，帮助个体找出管

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及时调整体重管理方案（膳食方案、

运动方案等）。

3.3.2 能依据个体管理过程中的情况，制定个性化和阶段

性的体重管理方案，并及时追踪并实现定期动态调整。

3.3.3 能对个体管理过程中出现焦虑情绪、不坚持等现象，

及时调整管理方案。

3.3.4 能综合制定个体或群体的管理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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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健康指

导与教育

4.1 健康评

估与回访

4.1.1 能对个体或群体的各项体脂监测数据及结果进行综

合评估。

4.1.2 能对个体或群体体重相关指标（实验室指标等）及

效果进行回访，及时提供面对面或电话随访的体重维持计

划。

4.1.3 能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体重管理综合评估，特别关注

其健康素养的再评估。

4.1.4 能帮助个体在体重管理结束时，摸索总结出适合其

保持体重目标、运动方式、饮食结构等良好生活方式的方

法。

4.2 健康咨

询指导

4.2.1 能发现个体或群体在体重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良

生活习惯，及时指出和指导其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4.2.2 能针对个体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营养膳食、

科学运动、慢病预防咨询指导。

4.2.3 能对个体在体重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焦虑情绪，进行

识别和心理疏导。

4.2.4 能帮助个体学会需求家庭、同事、朋友支持，保证

体重管理目标的达成。

4.3 健康教

育

4.3.1 能应用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对个体进行健康饮食

教育。

4.3.2 能使用多媒体、新媒体、新宣传工具制作健康宣传

资料。

4.3.3 能根据个体情况选择适合的体重管理相关的健康教

育材料及教育方式。

4.3.4 能对初级体重管理人员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和实操指

导。

表 3 体重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健康信

息收集

1.1 基本信

息采集

1.1.1 能恪守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掌

握专业技能，能用耐心、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接待服

务对象。

1.1.2 能熟练准确采用组合量表和调查问卷，收集个体或群

体健康信息。

1.1.3 能根据个体或群体需求,设计健康调查量表和问卷。

1.1.4 能快速收集个体或群体信息，不断改进信息采集方式

和内容，提升管理效能。

1.2 人体健

康检测

1.2.1 能按照《人群健康监测人体测量方法》规范熟练测

量人体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等。

1.2.2 能规范熟练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体脂仪）进行人体

成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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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3 能熟练读取判定医学实验室及仪器检查等检测报告

中的有效信息。

1.2.4 能根据基本信息制定整体和个性化体检方案。

1.3 信息分

析管理

1.3.1 能熟练管理工具准确录入上述信息。

1.3.2 建立和完善体重管理个体或群体档案，并指导和审核

初、中级体重管理技能人员的信息管理工作。

1.3.3 能利用信息数据，分析个体或群体健康或肥胖相关的

疾病发展趋势。

1.3.4 能根据收集整理的的信息数据，编撰体重管理报告和

健康报告。

2.健康评

估

2.1 生活方

式风险评估

2.1.1 能熟练根据膳食营养评估问卷对个体或群体进行膳

食营养的评估。

2.1.2 能根据体力活动评估问卷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体力活

动的评估。

2.1.3 能根据心理评估问卷对个体或群体进行心理状态的

评估。

2.1.4 能根据健康素养评估问卷对个体和群体进行健康素

养的评估。

2.2 健康危

险因素识别

2.2.1 能识别和综合分析个体或群体常见的健康危险因素

以及慢性疾病风险程度。

2.2.2 能够识别重要的或可优先改善的健康危险因素。

2.2.3 能审核初级、中级体重管理人员影响健康危险因素及

慢病风险报告。

2.2.4 能对肥胖三级个体及时进行转介或在医务人员配合

下进行管理。

2.3 体重分

期评估

2.3.1 能参照《成人体重判定》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体重判定。

2.3.2 能对医学实验室检测及仪器检查等结果进行评估。

2.3.3 能根据体重判定结果及疾病史对个体或群体进行超

重或肥胖分期。

2.3.4 能审核初级、中级体重管理人员的体重分期报告。

2.3.5 能对肥胖三级或有其它严重疾病个体,合理进行转

诊。

3.管理方

案制定与

实施

3.1 管理方

案制定

3.1.1 能根据个体或群体情况制定综合完善的体重管理目

标，设计合理的体重管理方案。

3.1.2 能针对肥胖引起的高血压前期、糖尿病前期的个体或

群体制定体重管理方案。

3.1.3 能联合医学专科(代谢、妇产、营养等)对个体进行体

重管理方案制定。

3.1.4 能指导、审核初级、中级技能体重管理人员制定的管

理方案。

3.2 管理方

案实施

3.2.1 能根据个体或群体情况确定采用的可穿戴设备，在管

理平台上实施监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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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为个体或群体制定实施过程中重点监测的指标。

（血压、血糖、心率等）

3.2.3 能动态综合评估实施过程中体重相关指标（体质指

数、腰围、体脂率、体脂肪量、内脏脂肪、肌肉量、基础

代谢）

3.2.4 能联合医学专科（代谢、妇产、营养等）对个体实施

体重管理。

3.3 管理方

案调整

3.3.1 能掌握个体或群体管理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分析制

定调整方案。

3.3.2 能对不能坚持管理的个体采用认知行为心理干预并

进行方案调整。

3.3.3 能根据个体和群体身体和综合情况，找出适合的运动

方式、强度和频次进行调整。

3.3.4 能指导、审核初级、中级体重管理人员的调整方案。

4.健康咨

询与指导

4.1 跟踪随

访

4.1.1 能制定体重管理跟踪随访计划。

4.1.2 能采用互联网工具做好随访并做好记录。

4.1.3 能指导初级、中级技能体重管理人员对体重管理方案

及结果进行评价。

4.1.4 能指导初级、中级技能体重管理人员对体重相关指标

及效果进行回访。

4.2 健康咨

询

4.2.1 能对个体或群体干预依从性进行评估指导。

4.2.2 能对个体或群体的原有膳食习惯和营养问题进行咨

询指导。

4.2.3 能够评估个体或群体的依从性，并对产生的心理焦

虑、怀疑、迷茫、恐惧等进行咨询和疏导。

4.2.4 能根据个体或群体的不同年龄、性别、体重等情况，

进行运动方式和运动量咨询指导，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

4.3 健康教

育

4.3.1.能根据个体或群体的健康需求，制订健康教育计划。

4.3.2 能组织实施健康教育方案。

4.3.3 能编写、制作健康培训教育宣教资料，培训初级和中

级体重管理人员。

4.3.4 能对初级、中级体重管理人员健康教育方案进行评

估。

5.健康数

据挖掘与

研究

5.1 数据挖

掘

5.1.1 能制定体重管理数据挖掘方案。

5.1.2 能对体重管理云平台的大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归纳、

分析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5.1.3 能对完成管理的个体和群体，总结成功与失败案例。

5.2 研究准

备

5.2.1 能撰写体重管理技术研究课题，申报方案并履行申报

程序。

5.2.2 能进行文献检索。

5.2.3 能撰写综述。

5.2.4 能阅读专业文献并准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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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业研

究

5.3.1 能撰写科普文章。

5.3.2 能够编写实践指导教案。

5.3.3 能够实施体重管理研究并撰写论文。

5.3.4 能培训指导中级体重管理人员撰写文献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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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脂肪积累过多，可能造成健康损害的一种前肥胖状态。
	[WS/T 586-2017，术语和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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