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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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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商务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华、赵 华、王 芳、钟军英、缪 萍、钟 琴、孙淑芬、项小英、甘小艳、

方莉萍、闫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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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年，我国产后康复呈井喷式发展态势，每年需要产后康复的女性高达1亿多，市场潜力超千亿

元规模！目前已拥有近百个产后康复品牌，服务机构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具备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

另一种是保健性健康咨询服务机构。因医疗机构中的产后康复资源短缺，由此催生了家庭服务行业中的

母婴护理等相关企业迅速涌入且普遍生意红火。但因国家还未将产后康复服务师列入职业范围，我国和

各省市均未出台相关服务质量标准，各服务机构提供的产后康复的服务内容千差万别，服务人员的技能、

知识、素质参差不齐，对服务内容、方式、结果评价等方面的认识也不一致，导致服务过程中的纠纷时

有发生且无标准评判。 

本文件对产后康复师服务涉及到的6个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专业、科学的界定；提出了服务机构应具

备的13项基本条件、档案管理应满足的5项内容、管理人员应具备的7项素质、培训教师应具备的4项资

质、培训应满足的5项要求、不同培训对象应达到的3项起点、培训认证应满足的3项要求；规定了服务

人员应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应做到的5项职业守则、应掌握的4大方面共19项专业知识、应熟练的6项实

操基本功、应拜师实习后正式上岗的规定；明确了产后康复师服务的7大内容、按摩介质应满足的3大明

细、服务功效应达到的9大目的、 服务禁忌应包括的9大方面；描述了产后康复服务的接待沟通、签订

服务合同、 实施服务、服务质量评价4个方面共25项服务流程；给出了处理投诉问题的程序和解决争议

的途径、产后康复师等级划分和评定规则，提供了规范管理的2项规范性和4项资料性附录。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件为形成保健性产后康复服务发展的制度环境、提高产后康复师的综合素质、指导保健性产后

康复服务机构采用标准化管理、为消费者提供保健性产后康复服务的一致性标准、为行业监管提供评判

产后康复服务质量的依据，促进我省保健性产后康复服务业态安全、稳健发展为目的，根据这个业态和

市场的发展需要而制定，填补我国保健性产后康复服务质量规范从无到有的空白。 

 

 

 





DB36/T 1576—2022 

1 

产后康复师服务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产后康复师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提出了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规定了产后康复师的

服务内容，描述了产后康复服务流程，给出了服务质量投诉处理方法，提出了产后康复师等级划分和

评定规则，提供了规范性和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适用于保健性产后康复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要求。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机构的产后康复服务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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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WS 205  公共场所用品卫生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妇  puerperant   

分娩期或产褥期的妇女。 

3.2  

产后康复  postpartum therapy  

又称产后修复、产后恢复。是在科学健康理念指导下，利用传统中医及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手段和方

法，针对妇女产后特殊时期的心理和生理变化，进行主动、系统的调理和训练的保健服务，也可延伸到

产前准备工作。以下简称“产康服务”。 

3.3  

产后康复服务机构  service agency of postpartum therapy  

依法设立的提供保健性产康服务的企业。以下简称“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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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后康复服务对象  clients of postpartum therapy 

主要是产后需要产康服务的产妇。以下简称“客户”。 

3.5  

产后康复师  postpartum therapists  

具备相关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服务对象提供保健性产康服务的专

业人员。以下简称“服务人员”。 

3.6  

产后康复服务方法 service methods of postpartum therapy  

以中医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运用专业的推拿按摩、中药熏蒸、中药敷贴、艾灸、刮痧、拔

罐、运动（如凯格尔训练、产后健身操等）、饮食调理、产品外用，配合相关仪器设备理疗等，通过疏

通经络、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产妇的体质，从而有效缓解产后不适症状，促进产后相关系

统、器官尽快恢复。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 基本条件应满足： 

a) 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且通过相关部门年检； 

b) 在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明示所有服务项目的适应对象、针对症状、主要功

效、服务周期、收费标准、服务人员的技能等级和投诉监督电话； 

c) 具有与经营需要相配套的营业面积，内设接待区、服务区、工作区、独立卫生间，用于接待客

户，熬煮茶水，清洗、消毒、整理重复使用的物品； 

d) 服务所用设施（如各种保健仪器、消毒柜、按摩床、操作推车等）系正规厂家生产、有产品合

格证书，相关用品（如美肤用品、洗涤用品、一次性用品和保健工具等)符合 WS 205 标准； 

e) 公共标识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室内空气质量符合 GB/T 18883 表 1 中标准值的要求、

灯光符合 GB 50034 中医疗建筑照明标准值的要求； 

f) 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签订劳动或劳务派遣合同，并参照附录 A登记个

人信息； 

g) 制定规章管理制度和服务技术操作规程，对服务人员实行分级管理； 

h) 统一制服和服务胸牌，制服上印制本机构标识，服务胸牌上明示服务人员姓名、技能等级等； 

i) 服务人员经专业培训、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后，拜中级及以上

产后康复师为师并跟随实习满 2 个月、实习成绩达到本文件（8.2.2）初级产后康复师应掌握

的知识与技能、取得《服务人员拜师实习证明》（见附录 B）后方可上岗； 

j) 向客户提供真实的服务信息，严禁以低级别充当高级别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k) 服务人员体检健康，体检周期为一年； 

l) 制定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责任到人并定期演练，随时做好发生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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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和保障服务人员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4.1.2 档案管理应满足： 

a) 相关文件、服务人员和客户信息、各类合同、服务记录、总结材料等建档备案； 

b) 登记记录的文档内容详实，文字简洁，不同文档分类汇总，装订成册，确保可追溯性； 

c) 保护客户所有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得外泄； 

d) 备案材料保存期不少于 3年。 

4.1.3 管理人员应具备： 

a) 执行相关政策和推广本文件； 

b) 熟悉产康服务业务与管理； 

c) 具有制定和实施企业经营计划的能力； 

d) 掌握广告宣传与促销活动策划的知识； 

e) 熟练管理企业运营中的各项事务； 

f) 能妥善处理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g) 勇于担当与开拓进取。 

4.1.4 培训教师应具备：  

a)  理论培训教师：具备医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取得相关职业高级资格证书并从事产康服

务工作满 5年； 

b)  初级技能操作培训教师：具备医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关职业中级资格证书并从

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3年； 

c)  中级技能操作培训教师：具备医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关职业高级资格证书并从

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5年； 

d)  高级技能操作培训教师：具备医学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关职业高级资格证书并从

事产康工作满 8年，或担任中级产康技能操作培训工作满 3年。 

4.1.5 培训应满足： 

a) 培训场所：采光好、通风，有窗户，配备桌、椅、电脑、投影仪、空调、按摩床、乳胶人体模

特、相关设备等，实操模拟场地布局合理。 

b) 培训教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并发给学员纸质教材，便于培训后温习。 

c) 培训方式：有 PPT 演示、情景模拟的课堂讲授，有实操示范、观摩和实操练习。 

d) 培训课程：根据本文件 4.2.3 中专业条件和 8点中初、中、高级产后康复师应掌握的知识与技

能设置，并宣讲本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职业道德。 

e) 培训课时：初级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其中：理论 72 标准学时、实际操作 108 标准学时；中、

高级均不少于 40 标准学时，其中：理论 16 标准学时、实际操作 24标准学时。 

4.1.6 培训对象应达到：  

a)  初级可以是零基础并符合本文件 4.2.1 要求的从业人员； 

b)  中级为取得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后从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2 年的初级产后康复师，或  

医学相关专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 

c)  高级为取得全省全行业统一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级）证书》后，从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3年的中级产后康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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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培训认证应满足： 

a） 初级培训课程完成后，组织学员参加鉴定考试，获取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b） 中级培训课程完成后，组织学员参加考试，获取全省全行业统一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

级）证书》； 

c） 高级培训课程完成后，组织学员参加考试，获取全省全行业统一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高

级）证书》； 

d） 本文件出台之前，已从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2年或 5年且服务满意率超过 85%和无投诉者，可在

参加鉴定考试、获取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同时，经考试考核合格、获取全省全行

业统一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级）证书》或《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4.2 服务人员 

4.2.1 基本条件应具备：  

a) 年龄在 18 岁～60 岁； 

b) 遵章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c) 相关专业的技校、中专和高中毕业及以上文化； 

d) 有一定学习和理解能力，有很好的动手操作能力； 

e) 善于倾听和沟通，语言表达清楚，有亲和力；  

f) 凡手脚部有残疾、身体和口腔有异味、有精神病史和传染病、有刑事犯罪记录者，均不得从事

产康服务工作。 

4.2.2 职业守则应做到： 

a) 让客户明确每项产康服务的针对症状及主要功效； 

b) 尊重客户的自主性，遵守知情同意原则； 

c) 对客户个人信息保密，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d) 服务过程中，应把产妇安全放第一位，以客户满意为准则； 

e) 禁止夸大产康服务功效，杜绝过度修复和营销。 

4.2.3 专业知识应具备：  

a) 中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应掌握： 

1) 阴阳、五行、脏府、气血津液学说； 

2) 人体五脏六腑的生理结构、功能； 

3) 经络的组成、命名和走向、交接规律； 

4) 奇经八脉生理特点； 

5) 中医“望、闻、问、切”诊断方法和内容； 

6) 中医保健疗法的推拿按摩、中药熏蒸、中医敷贴、艾灸、刮痧、拔罐的适应症及禁忌症等。 

b) 相关穴位知识应掌握： 

1) 经穴、奇穴、阿是穴的概念； 

2) 头颈部：“百会、神庭、太阳、耳门、睛明、人中、哑门、风池、人迎、肩井”,胸腹部：

“膻中、鸠尾、巨阙、 神阙、气海、关元、中极、中脘、曲骨、膺窗、乳中、乳根、期

门、章门、商曲、带脉、上脘”，背腰骶部：“肺俞、阙阴俞、心俞、肾俞、命门、气海

俞、风门、八髎、龟尾”，上肢与下肢：“极泉、曲池、合谷、少泽、神门、太渊、足三

里、三阴交、涌泉、行间、太冲”等常见穴位的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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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拿按摩、艾灸、刮痧、拔罐的作用原理； 

4) 推拿按摩、艾灸、刮痧、拔罐相关穴、脉、经络的功效，注意事项及禁忌。 

c) 解剖学理论和乳房、生殖系统生理结构和常见疾病知识应掌握： 

1) 乳房外部：“乳头、乳晕、乳房体”和乳房内部“腺体、输乳管和脂肪、血管、神经、淋

巴、肌肉、纤维组织”的位置、功能； 

2) 外生殖器：“阴阜、阴蒂、大小阴唇、尿道外口、阴道口 ”和内生殖器：“阴道、子宫、

卵巢、输卵管”的位置、功能； 

3) 女性脊柱、骨盆、盆底解剖基本知识； 

4) 孕产期母体变化、产后常见月子病症状知识； 

5) 产后常见心理疾病与预防、严重抑郁表现等知识。 

d) 产后膳食营养知识应掌握： 

1) 产后不同阶段膳食调养原则和食物禁忌； 

2) 顺产与剖宫产产妇膳食的合理搭配； 

3) 不同体质产妇的特点和饮食调理； 

4) 失眠、发热、食欲不振、多汗、便秘、贫血、糖尿病等的食疗方法。 

4.2.4 实操基本功应熟练：  

a) 推拿按摩的“推、按、点、压、拿、掐、捏、摩、滚、擦、搓、捻、振、梳、揉、拍、叩、啄、

抖、击、屈、摇、拔”等经络手法、应用技巧和操作要点； 

b) 产后康复各项目重点穴位、经络的准确位置； 

c) 推拿按摩、中药熏蒸、中医敷贴、艾灸、刮痧、拔罐等常用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d) 烹制产后营养膳食的洗、切、配、炒、煮、蒸、炖、焖、煲、烩等技法； 

e) 产后乳房、生殖系统的卫生护理和保健方法； 

f) 产康服务中常用的检测仪类、灸疗热类、乳房保健类、面部护理类、其他类仪器的功能与操作

规程。 

5 服务内容  

5.1 内容应包含：  

a) 根据产妇的体质对症调理身体； 

b) 帮助产妇预防和护理眼痛、头痛、头晕、肢体麻木酸胀、腰酸背痛等月子病； 

c) 帮助产妇催乳、通乳、回奶、修复乳头皲裂，指导产妇哺乳，进行乳房康复保健； 

d) 帮助产妇对生殖器官功能进行康复保健； 

e) 指导不同体质、处于产后不同阶段的产妇选择适合的营养膳食； 

f) 为产妇提供心理康复和人文关怀服务，帮助调适心理，预防产后抑郁； 

g) 促进产妇相关系统、器官尽快恢复。 

5.2 按摩介质应满足：  

a) 按摩膏能润滑肌肤，多用于对皮肤干燥者按摩； 

b) 生姜汁、葱姜汁能祛除寒气，除湿气，多用于风寒者按摩； 

c) 鸡蛋清能滋养肌肤，多用于美容按摩。 

5.3 服务功效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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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预防和减轻产妇的月子病症； 

b) 帮助产妇恢复体力、消除疲劳； 

c) 帮助产妇美肤、美体、美胸； 

d) 预防和减轻产后痔疮、便秘； 

e) 预防产后耻骨联合分离症； 

f) 预防产后尿闭、尿潴留、尿失禁； 

g) 预防产后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h) 帮助催乳、通乳、回奶、修复乳头皲裂； 

i) 帮助产妇防止产后慢性病症。 

5.4 服务禁忌应包括： 

a) 不得打针、吃药、手术等，不得进行疾病干预； 

b) 不得实施放血、针刺等创伤性和侵入性操作； 

c) 不得给骨髓灰质炎患者、白血病患者、孕妇、骨盆受过严重创伤者、月经期内、严重疾病、心

脏病、脑出血者使用骨盆修复仪； 

d) 不得给阴道出血、阴道炎、泌尿系统感染者做盆底肌修复，应建议就医； 

e) 不得给急性乳腺炎化脓者进行乳房护理，应建议就医； 

f) 不得给体虚、贫血、高血压等患者做产后发汗； 

g) 不得给孕妇指压合谷、三阴交、至阴及腰骶部、腹部穴位； 

h) 不得给孕妇和月经期妇女按摩腹部和肩颈； 

i) 急性传染病、急性炎症和所有腹痛者，皮肤病、急性类风湿性脊椎炎者，严重肺病、心脏病、

肝、肾病者，糖尿病、肺结核、血友病等，容易引起出血性疾患者，恶性贫血、产后恶露未净

或久病体弱者，各种肿瘤疾病和体内有金属固定者，均不得做推拿按摩和刮痧。 

6 服务流程 

6.1 接待沟通 

6.1.1 应倾听客户需求和解答疑问，并进行详细而专业的产康服务讲解。 

6.1.2 应询问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客户的姓名、生日、职业、胎育次数、宝宝生日、 生

产医院、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身体的一般情况、压力指数、能量指数、排毒指数、生活习惯及急需改

善的问题、可用于做产后康复的时间等。 

6.1.3 了解客户身体状况的途径应满足： 

a) 查阅出院诊断证明书； 

b) 产后已满 42 天的查阅产后复查诊断报告； 

c) 查阅客户其他合法、有效的健康体检数据； 

d) 采取中医“望、闻、问、切”诊断和亚健康检测仪检测等方法检查。 

6.2 应在科学评估客户身体情况后，提出专业、适宜、有针对性的产康服务项目。 

6.3 应将客户的基本信息、身体状况和服务机构推荐的产后康复项目、首次成交项目及金额等情况，

参照附录 C认真做好记录。 

6.4 签订服务 

6.4.1 服务机构应在与客户达成统一意见后，签订产后康复服务合同、收取服务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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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但不限于服务项目、服务疗程、服务时间、服务地点、服务人员的技能等级、

费用总额、收费方式、双方的权力与义务、违约及纠纷处理等。 

6.5 服务实施 

6.5.1 每日下班前，应对服务场所进行保洁和消杀，做好疫情防控。 

6.5.2 服务机构应认真履行产后康复服务合同。 

6.5.3 服务实施时，应满足： 

a) 与客户接触的用品器具应一客一用一消毒； 

b) 服务工具及仪器在使用前要检测好坏，接触客户的部位用 75%的酒精或消毒液进行消毒； 

c) 服务室温为 22℃～26℃、相对湿度 55%～65%，室内整洁、安静、舒适、安全、光线良好； 

d) 服务人员不佩戴首饰、不留长指甲、不化妆； 

e) 服务人员一客一洗手，防止交叉感染，并保持手的温度； 

f) 服务人员的头发整齐，前不过眉，后不过肩，散发及过肩长发必须戴发网； 

g) 服务人员穿着整洁干净的制服，佩戴服务胸牌，与客户沟通时温和、礼貌； 

h) 服务人员的手机设置成静音或振动状态，服务实施时不接听电话； 

i) 服务人员严格按本机构服务技术操作规程服务； 

j) 服务过程中细心观察功效，介绍产康服务方法、作用及注意事项，不断了解客户身体感受和心

理反应，一旦出现异常，立即停止操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处置； 

k) 当日认真填写服务实施记录单，记录单包括但不仅限于操作流程、客户满意度、服务过程是否

正常、有无突发事项、如何处置突发事项等，并有服务人员和客户的签字。 

6.6 服务质量评价 

6.6.1 应通过对比服务实施前后的客户情况进行服务效果评价。 

6.6.2 应参照附录 D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和服务满意度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制定整改措施，不断

改进服务质量。 

6.6.3 应对服务实施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同时给客户合理建议，包括自我康复锻炼、膳食营养结构、

产后避孕方式、健康调理方式等，形成总结材料归档，并进行后续跟踪服务。 

7 服务质量投诉处理 

7.1 出现客户投诉情况，服务机构的主管应在 12小时内到达现场： 

a) 常规性问题应随问随答并及时解决； 

b) 较复杂问题应在 24小时内答复或解决； 

c) 已经证实的投诉，应及时协商解决； 

d) 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应在 48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 

e) 对服务质量投诉处理，应参照附录 E建档备案。 

7.2 解决争议的途径应参照 GB/T 17242-年号第 7部分规定。 

8 产后康复师等级划分 

8.1 总则 

依据产后康复师所具备的任职条件和技能高低不同，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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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初级产后康复师 

8.2.1 任职条件应满足：  

a) 参加了本文件规定的初级产后康复师的培训； 

b) 取得了人社部门颁发的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c) 拜中级及以上产后康复师为师并跟随实习满 2个月且取得拜师实习证明。 

8.2.2 知识与技能应具备： 

a) 本文件 4.2.3 中要求的专业条件； 

b) 能够介绍产后康复不及时的危害； 

c) 能指导不同体质的产妇在不同阶段正确搭配饮食； 

d) 能指导产妇做相应的产后保健操、凯格尔训练； 

e) 能给产妇做头、面、手、腿部护理保健； 

f) 能给产妇做中药熏蒸和相关部位的中医敷贴； 

g) 能帮助产妇清除产后恶露； 

h) 能指导产妇进行产后检查； 

i) 能进行母乳喂养指导； 

j) 能操作检测类仪器。 

8.3 中级产后康复师 

8.3.1 任职条件应满足： 

a) 从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2年、服务对象满意率超过 85%且无被投诉； 

b) 参加了本文件规定的中级产后康复师的提升培训； 

c) 取得了本文件规定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级）证书》。 

8.3.2 知识与技能要求应具备： 

a) 熟练掌握初级产后复师已具备的相关知识和实操技能； 

b) 能针对产妇不同体质给出科学的调养、护理和锻炼方案； 

c) 能及时发现产妇是否出现常见病症，并能进行妥善处理； 

d) 能指导产妇进行产后乳房、子宫、腹直肌和盆底肌恢复保健； 

e) 能指导产妇进行适当的美肤护理或修复； 

f) 能为产妇身体相关部位进行推拿按摩和必要部位进行艾灸、刮痧、拔罐保健； 

g) 实操技能手法娴熟、流畅，相关各部位衔接合理、自然； 

h) 熟练操作使用各类仪器设备。 

8.4 高级产后康复师 

8.4.1 任职条件应满足：  

a) 从事产康服务工作满 5年、服务对象满意率超过 85%且无被投诉； 

b) 参加了本文件规定的高级产后康复师的提升培训； 

c) 取得了本文件规定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8.4.2 知识与技能要求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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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熟练掌握中级产后康复师已具备的相关知识和实操技能； 

b) 掌握妇幼医学原理、心理学基础知识、人文知识； 

c) 掌握产后常见疾病的起因、判定，并能指导产妇进行预防与调理； 

d) 精准熟练地为产妇各部位康复进行推拿按摩； 

e) 为产妇提供最佳的美肤护理或修复指导； 

f) 针对性地对产妇进行心理疏导，助产妇恢复到最佳的身心状态； 

g)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 

9 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规则 

9.1 组织实施    

9.1.1 设立评定委员会 

设立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开展全省中、高级产后康复师等级

评定和颁发证书工作。 

9.1.2 建立工作机构 

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江西省家庭服务业协会，应承担发布评定信息、收集

和整理相关材料、建立评审档案、发布证书查询信息、制作和寄送证书等事务性工作。 

9.1.3 统一证书管理 

产后康复师经评定等级后，应颁发全省全行业统一规范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级或高级）证

书》。 

9.1.4 组织实施终止 

应在人社部门或人社部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对产后康复师进行中、高级职业鉴定，颁发中、高级职

业资格证书时，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终止工作。 

9.2 等级申请 

9.2.1 由服务机构申请 

凡满足本文件等级要求的中级或高级产后康复师，应由服务机构向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

会办公室提交申请表和有关材料，不接受个人申请。 

9.2.2 不得重复申请 

每个产后康复师应通过一家服务机构申请评定等级。  

9.3 评定程序   

9.3.1 受理申请 

收到《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申请(备案)表》(附录F)后，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应在核实申请材料的基础上，于7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与否的答复。 

9.3.2 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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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1 申请评定等级满 30 人后，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应进行评定工作。 

9.3.2.2 对未能通过申请等级评定者，服务机构应加强指导。 

9.3.2.3 待改进后应重新申请评定。 

9.3.3 评定依据 

9.3.3.1 本文件（8）产后康复师等级划分要求。 

9.3.3.2 服务机构提交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申请(备案)表》。 

9.3.3.3 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及评审专家了解和掌握的实情。 

9.4 复核年审及处理 

9.4.1 年审 

9.4.1.1 应由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领导全省中、高级产后康复师的年审

工作。 

9.4.1.2 服务机构应根据本文件要求，每年对中、高产后康复师进行复核年审，对达到相应等级标准

无明显过失者，应继续保留相应等级。 

9.4.1.3 复核方法应为定期明查和不定期暗访检查相结合。 

9.4.2 不合格处理 

对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恶劣影响的中、高级产后康复师，江西省产后康复师等级评定委员

会办公室有权降低或取消其等级并进行通报。 
凡经降低或取消等级的产后康复师，应将原技能等级证书交还授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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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产后康复师信息登记表 

表 A.1 产后康复师信息登记表 

档案编号：                                          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处 

民    族  学    历  联系电话  

 产后康复师 
技能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身     高  身份证号码  

户口所在地  现在住址  

从事过的职业 月嫂   按摩□   母乳喂养指导（催乳）口  其他（用文字表述）： 

     擅长技能 月嫂   按摩□   母乳喂养指导（催乳）口  其他（用文字表述）： 

提供 
证件 

身份证□      学历证□        身体检查健康证明      拜师实习证明      其他（用文字表述）： 

 

工
作 
经
历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称谓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培
训
纪
录 

时间 课程 成绩 

   

   

奖
惩
纪
录 

          时间                    奖惩情况纪录 

  

  

服
务
好
坏 
记 
录 

时间 服务中客户的评价 服务结束后客户的评价结果 

   

   

   

说 
明 

1、表中可选项请在“□”中打“√”； 

2、服务机构应当查看产后康复师提供证件的原件，并将证件和证明的复印件附在本登记表后面存档。 

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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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服务人员拜师实习证明 

表 B.1 服务人员拜师实习证明 

档案编号： 

             同志拜           （     级产后康复师） 

为师，并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我 

单位实习满 2个月，且实习成绩已经达到江西省地方标准《产后 

康复师服务质量规范》（8.2.2）初级产后康复师应掌握的知识与 

技能。 

特此证明！ 

 

 

所拜师傅签名： 

                           所在实习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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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客户信息(新客户咨询)登记表 

表 C.1 客户信息(新客户咨询)登记表 

档案编号：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姓名： 年龄： 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胎次： 最小宝宝生日： 分娩医院： 最小宝宝胎数：    胎 

 生产： 顺产□ 难产□ 剖腹产□  大出血□ 体重：孕前   孕高峰 现在___孕前后体重差     

产后身体基本检测（人体成份分析检测）： 

身高 

(cm) 

体重 

( kg） 

 脂肪 

含量 

内脏 

指数 

 基础 

代谢 

BMI 

指数 

 体脂 

肪率 

 水份 

含量 

骨骼 

含量 

代谢 

年龄 

建议 

减重 

           

一般情况： 过敏：金属□      化妆品□       无□     其他         。         

哺乳：在哺乳□ 日哺乳次数    乳房有无硬结   预计停乳时间  ；未哺乳□ 停乳时间  回乳方式   。 

恶露：结束时间        ；子宫复旧情况: 良好   好□   差□   有积液   有残留 。 

盆底肌：筛查  有□    否□ ；  评分：                   。 

月经：孕期月经周期     颜色    量    伴随症状   ；产后月经：复潮 是□ 否□ 复潮后变化   。 

病史：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皮肤病□  肾病  肠胃病□  妇科炎症□  其它疾病    。 

瘦身历史：专业产后恢复□   美容院□    运动瘦身□    瑜伽□。 

手段与方法：药物□    手术□     理疗□     节食□     运动□     体雕衣□ 。       

压力指数： 每周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        每天睡眠时间          睡眠质量        。 

心理： 抑郁□     焦虑□    自卑□   自闭□     烦躁□     易怒□     健忘□  多思多虑□。 

能量指数：易疲劳□ 嗜睡□ 贫血□ 怕冷□；是否常服用保健品\营养品：类别   常用品牌     。 

排毒指数：便秘□每天排便 次 每天排尿   次；易热出汗□ 睡前虚汗□ 醒后盗汗□ 不易出汗□。 

生活习惯：养生保健：皮肤护理□  按摩□   熏蒸□   艾灸□   足疗□  保健品□  其他     。 

主要运动方式： 健身□     瑜伽□   游泳    步行□   其它       每日运动量       小时。  

一日三餐：  规律□     偶尔不规律□     经常不规律□ ；   加餐：□无     下午    □晚上。 

其他嗜好：  吸烟□     习惯性饮酒□     经常喝咖啡□     经常喝可乐□   经常喝含糖饮料□ 。 

主要是谁照顾宝宝：自己□丈夫长辈□保姆□；每天与宝宝相处时间  宝宝夜哭使你每晚醒   次。 

与丈夫互动障碍：  交流□    照顾宝宝□     性□    家务责任□。 

客户急需改善：         

产后体质      肥胖□     体型     脱发      乳房问题□      母乳喂养    妊娠纹  

剖腹产疤痕    面部皮肤     产道松驰问题     骨盆问题   腰痛问题     睡眠问题□  

盆底肌与腹直肌问题    肩颈酸痛□     畏寒□     便秘□      妇科炎症□     关节疼痛                               

客户可到店配合时间：每天 1 次    每周 2-3 次□    每周一次□   2 周 1 次   时间不固定。 

服务机构推荐的产后康复项目： 

首次成交项目及金额： 

经办人：                               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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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服务回访满意度调查表 

表 D.1 服务回访满意度调查表 

档案编号：                                        回访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客户姓名  客户联系电话  

服务人员姓名  服务地点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服务合同编号  回访方式  

评价 

项目              

满意度评价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仪容仪表      

职业道德      

服务态度      

服务技能      

          安全卫生      

服务功效          

      

 其他意见或建议： 

如您还需要服务，是否会继续选择这位产后康复师？  会 □   不会    看情况 

是否会向他人推荐这位产后康复师？会 □     不会□ 

是否会向他人推荐本服务机构？    会 □     不会□ 

注:表中满意度评价请在选项里打“√”，可选项请在“□”中打“√” 

回访人姓名：                           回访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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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服务投诉处理意见表 

表 E.1 服务投诉处理意见表 

档案编号： 

投

诉

人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联系电话 投诉时间 

     

投诉对象:产后康复师  

服务机构  

投诉方式:电话    面谈    微信   

其他： 

住址: 

投诉内容： 

 

 

服

务

机

构 

 

 

 

服务合编号: 被投诉人姓名: 

调 查 纪 录： 

投 诉 资 料 ：附信件□      附实物□      口头□   其他□； 

投诉事项情况：真  实□    基本真实□    不真实□   其他□（文字表述如下）：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处理建议：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负责人批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回复投诉人时间  回复人员签名  

注：表中可选项请在“□”中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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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 

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申请（备案）表 

表 F.1  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申请（备案）表 

档案编号：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 

贴 

照 

片 

处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文化程度： 出生年月： 

何年何月开始从产康服务工作： 联系电话： 

已经取得的与产后康复师服务技能有关的证书： 

1、人社部门颁发的按摩师职业资格证书或第三方鉴定机构颁发的按摩师职业等级技能证书：  初级□   中级□   

高级□  

2、人社部门颁发的产后康复《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初级）□   

3、本文件规定的全省全行业统一的《产后康复师技能等级（中级）证书》□       

4、其他相关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用文字表述如下）： 

1、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参加了产后康复师专业培训： 

参加培训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培训课时：     标准学时； 

参加培训的课程：                                                                  ； 

培训单位名称：                                                                      。     

2、申报单位对申请人掌握各技能等级的产后康复“知识与技能”的总评分为         分。 

申报考核评定技能等级：    中级□     高级□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审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发证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发证书时间 

 

证书编号 

 

填
表
说
明 

1、随表需提交身份证和已经取得相关证书的复印件； 

2、一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1 张贴本表、1 张用于证书）； 

3、为了节省填表时间，请在表中适合的内容□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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