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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特点和功能

正面

使用说明书 附属品
5 号碱性电池（4节）

背面

安全注意事项

用户须知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
本体脂秤是百利达生产的系列家用健康管理产品之一。
本使用说明书将从设置步骤进行指导并对本产品的重要特点进行概述。
请访问我公司网站 www.tanita.com.cn 获取更多健康生活信息。
百利达产品整合了丰富的临床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手段。
为保证准确性，所有数据均由百利达医疗咨询委员会监督。

本产品针对的用户包括平时不爱运动到适度运动的成年人和儿童（5～ 17 岁）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运动达人。
凭借对最新 BIA 技术和运动科学研究的巨大投入，百利达升级了运动员模式功能，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
确，适用人群更加广泛。
什么人群适合使用运动员模式？
符合下列条件的 18 岁以上成年人： 
•　每周训练或锻炼 12 小时以上并已持续至少六个月。
•　健身爱好者。
•　想要在家监测自身进展的专业运动员。
•　有长期健身史，曾经常每周锻炼 12 小时以上但目前运动量已减少的健身人士。
如果使用不当或遭遇电涌，本机保存的数据可能丢失。
百利达对于因用户数据丢失而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
百利达对于因使用本产品而造成的损害或损失或任何第三方索赔概不负责。

注：体脂肪率数值会随着体内含水量而变化，饮酒、月经、生病、剧烈运动等因素造成的脱水或过分摄
入水分也会影响体内脂肪数值。

体内装有心脏起博器等医疗器具者禁止使用，因为本机有微弱电流流入体内，可能干扰医疗器具的正常
工作。
孕妇仅限使用称重功能。其他功能在怀孕时不宜使用。

手柄 设定 /通信键
显示屏 仅测量体重 /

OFF 键

电池盖

电池仓

   / 贮存键   / 测量项目键

控制面板

脚尖电极

背光灯

脚跟电极



安全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上标识有许多符号，是提醒您应注意的事项，以预防您及他人受到伤害或财产

损失，使用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详细理解各种符号的意义，以便正确使用。

若忽视本警告而使用不当时，可能会导致伤亡事故或意外发生。

若忽视本注意事项可能使人或物受到伤害或损害。

表示禁止的内容

表示必须强制实行的内容。

注意

警告

警  告

体内装有心脏起博器等医疗器具者禁止使用

本机有微弱的电流流入体内导致医用机械故障，可能会
造成重大事故。

测量结果不能由自己判定

(根据测量值的评价制定运动计划等)

根据自己的判断，盲目减肥和运动疗法将有害健康。

应该遵守持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的指示。

不要站在产品边缘或跳跃着站上去与离开

如跌倒、滑倒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受伤。

请勿在光滑的瓷砖或湿地板等容易滑倒的地方使用

如跌倒、滑倒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受伤。

并且如果水浸入到本产品内部会引起产品故障。

请勿让东西掉落在秤上或是跳着上秤给予强烈的冲击

可能会造成玻璃破损、导致受伤。

禁止



身体潮湿时不要测量

将身体和手、脚的水擦干后再测量。

有可能跌倒导致受伤，且不能正确测量。

注  意

不要站到手柄或显示屏上

有可能破碎导致受伤。

请勿将手指插入缝隙或小孔内

有可能受伤。

不要同时混用新电池、旧电池及不同种类电池

有漏液和发热、破裂会导致本机故障、人员受伤。

不要使用充电式电池

不要用于专业领域（医院等专业机构的测量）

因不具备作为医疗器械的功能，所以医院等专业机构禁止使用。

请不要使用热水和挥发油、稀释剂擦拭

脏污时，请用软布沾上水或家庭用中性洗涤剂来擦拭，之后用干布擦干。

请不要进行分解或是用水洗

有可能导致产品造成损坏或出现故障。

有可能对产品造成损坏或出现故障。

请不要给予过度的冲击和震动

请勿将产品放置在以下场所进行保管或使用

有可能对产品造成损坏或出现故障

放置在阳光直射、暖气设备附近空调的出风口处。 

温度变化剧烈、振动剧烈的地方。

潮湿或水气多的地方。

行动不方便的人请不要一个人进行测量

推荐在看护者的帮助下或是利用扶手测量。

（利用扶手时，测量值请作为参考值。）

放入电池时极性（+、-）的方向不要弄错

如漏液有可能污损地面等。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将电池取下。）

请避免在手机和电子炉灶等产生电波的机器旁边使用

有可能出错不能正确测量。

禁止

必须遵守

绝对不要让小孩搬移本产品

有可能掉落砸伤小孩。

保存在小孩触及不到的地方。
小孩可能卷入线缆，导致受伤。

不要拔出线缆，除非使用体脂秤测量，否则可能损坏本产品。
拔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
不要用力拉扯线缆。
如果线缆没有自动返回体脂秤，解开线缆，拔出约20cm，然后再度尝试返回。



获得准确读数

为保证准确性，应在所穿衣物较少和水分摄入相同条件下取得读数。务必脱掉短袜或长筒袜，并在站上

秤台之前确认脚掌是干净的。确认各脚的足弓与秤台中心正确对齐。不用担心您的脚对于该装置会显得

过大，即使脚趾悬在秤台外也能获得准确读数。最好取得一天中同一时间的读数。尽可能在起床、吃饭

或剧烈运动后等待两小时左右再进行测量。虽然在其他条件下取得的读数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绝对值，但

只要取得读数的方式一致，其准确性足以确定变化百分比。要监测进展，可比较一段时间上相同条件下

取得的体重和体脂肪率。

注：如果脚掌不干净、膝盖弯曲或处于坐姿时，将无法获得准确读数。

•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 如果取出手柄并握住，或手柄在主机外且在显示       之前上秤，则测量将无法准确进行。

• 显示       之后，握住手柄，从主机中取出手柄。

• 放低手臂，保持手臂在您身前伸直。

• 不要让双手或手柄接触双腿或任何其他身体各部位。

• 不穿衣服测量时，手臂一定不要与身体接触，站姿要足够宽，以免双腿接触。否则可能导致无法正

确测量。

握好手柄，方便读取测量结果。

每个手指都要和电极接触。 手臂充分伸展，肘部不要触碰身体。

膝盖不要弯曲

※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拉出线缆时，不要超过红色标记。



地球上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地心引力。这些差异
会影响体重测量的精度。通过按您所在的地理位置
选择正确的重力设定，可以获得最准确的体重读数。

1. 电源关闭时，持续按住   键。

2. 参照附带的地图，按     键选择您的位置代码。

3. 按   键输入并保存设定。

1. 电源关闭时，持续按住   键三秒以上。

2. 使用     键切换称重单位。

3. 按  键。

使用前的准备

装入电池

改变称重单位

设定位置代码

设定日期和时间 

注：
• 请按正确方向装入电池。如果电池安装不正确，电池液可能泄漏
并损坏地板。

• 长时间不使用时，建议存放之前取出电池。

• 厂家提供的电池为试用电池，电量较低。

注：
仅用于有单位切换键的型号。

注：
如果称重单位设为磅或磅 -英石，身高设置模式将自动设为英尺和英寸。同样，如果选择千克，身
高单位将自动设为公分。

设定 /通信键
显示屏 仅测量体重

/OFF 键

   / 测量项目键    / 贮存键

1. 持续按住   键三秒以上。

2. 使用     键选择年份。

3. 按   键确认。

用相同方法设定日期和小时。

显示设定的区域、年月日和时间后，电源将自动关闭。

地区3

地区4

地区5

地区6

地区7



通过智能手机测量

通过智能手机下载App。 进入App进行免费注册。

进入App同步数据。 点击“上传数据”，进入匹配页面。

点击“通过智能体脂秤上传”。 启动蓝牙，进行匹配。

点击匹配智能体脂秤。 长按RD-545“  ”键，
3秒以上，按照app提示进行设置。

 

扫描二维码



通过智能手机测量（续）

设置个人编号及名称，并
确认个人信息。

设置完成，进行测量。

通过自定义主页设置显示项目测量完毕，可在App端查看数据。

测量项目均可在App首页查看。



注：

• 背光板的颜色根据用户编号发生变化。

• 如果输入的任何信息有误，按   键关闭本机。重新开机后，
按   键，从头开始重新输入您的个人信息。

• 按   键取消选择或关闭电源。

注：

能设定的最早年份为 1900 年。

1. 蓝色 2. 粉色 3. 白色 4. 天蓝色 客人：紫色

通过体脂秤测量

测量前先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出生日期、性别、身高）。登记之后，当您打开电源并站上本机后，这些
信息会重新出现，省却了每次输入信息的繁琐，方便您的日常使用。

务必赤脚测量。
将本产品放在坚硬、平坦、稳定的地面上。

选择个人编号

1.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 显示      之后，按   键。

3. 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1～ 4）。

4. 按   键确认。

输入出生日期

1. 使用     键选择出生年份。

2. 按   键确认。

设定键 开 /关键

   /   键

1. 使用     键选择出生月份。

2. 按   键确认。

1. 使用     键选择出生日期。

2. 按   键确认。



显示输入的个人数据和测量结果后，本机将自动关闭。

通过体脂秤测量（续）

输入性别

1. 使用     键选择性别。

2. 按   键确认。

输入身高

1. 使用     键选择身高。

2. 按   键确认。

注：
智能手机与体脂秤连接后，方可使用应用程序。

按“通过智能手机测量”中的说明设置体脂秤。（P.8）

测量身体成分

显示      之后，从本机中取出手柄，赤脚站上秤台。

注：
• 测量时请不要晃动。

• 显示      之前，如果握住手柄或将手柄放在地板上，可能无法
准确测量。

1. 使用          键选择 ON（测量）或 OFF（不测量）。

2. 按      键确认。

测量脉搏



测量

注：

• 自己手持智能手机称重时，请首先将您打算扣除的重量在“衣物
重量”中输入。输入值将从您的体重显示中扣除。

• 如果在“衣物重量”中输入 0.20kg，
进行测量前将显示以下内容。

• “衣物重量”中最多能输入 2kg。

• “衣物重量”中输入的重量将从您的测量体重（0 ～ 200kg）中扣除。

1.在应用程序中选择“上传数据”，然后按应用程序中
的提示操作。

2.测量数据自动发送到智能手机。

照明

照明

测量前的画面显示

进行测量时如果没有智能手机

当手柄收入本机时，按   键打开电源。

本机最多可保存 10 次测量的数据。

注：
每个用户编号最多能保存 10 次测量数据。

测量次数超过 10 次后，最新的测量数据将覆盖最早的测量数据。



亮灯

亮灯

是指在用户打开本机电源、握住手柄并站上秤台之后，自动搜索已登记用户并显示其测量结果的功能。
此功能消除了每次使用时必须选择用户的步骤，简化了测量程序。

本机必须放在坚硬、平坦和稳定的地板上，使用时必须赤脚。
1.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显示      之后，从主机中取出手柄，并赤脚站上秤台。

自动识别功能

什么是自动识别功能？

注：
自动识别功能可在下列情形中自动使您转到用户选择模式：

• 测量相似体型或体重时

• 几天未测量后体重发生变化时

如果持续存在上述情况，测量前请选择用户编号（P.20）。

注：
• 测量时请不要晃动。

• 显示      之前，如果握住手柄或将手柄放在地板上，可能无
法准确测量。

• 为了使用自动识别功能测量，请先输入您的个人数据（P.10）。

• 输入个人信息之前，自动识别测量无法进行。

• 背光板的颜色根据用户编号发生变化。

• 和您的智能手机连接且测量数据已保
存在本机中之后，个人数据显示画面
上的   图标将点亮。

• 如果保存的数据超过 6组，个人数据
显示灯点亮并显示保存的数据次数。

• 如果您在应用程序设定中输入了昵
称，将显示该昵称，代替用户编号。

1. 蓝色 2. 粉色 3. 白色 4. 天蓝色 客人：紫色



注：
• 如果自动识别功能发现当前用户存在多个可能的候选人，身体成分测量结束后，本机将自动切换到
用户选择模式（P.17）。
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然后按   键确认。
※如果本机反复切换到用户选择模式，请在测量之前输入您的用户编号（P.15）。

• 如果您忘记关闭电源，本机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关闭（显示屏关闭）：
在秤台上超过 60 秒没有任何操作
测量过程中任何时刻都未在秤台上检测到重量
单个测量结果显示时间超过 40 秒

显示体重。

测量您的身体成分并根据您输入的信息进行验证。

显示自动识别数据。请确认显示的数据与您输入的内容一致。

显示测量结果后，本机将自动关闭（查看测量结果，P.18）。

查看测量结果后，将手柄放回其原始位置。

如果脉搏测量选择ON，则进入脉搏测量，在倒数计时后测量脉搏。

3.显示脉搏测量中的画面，发出蜂鸣声后，请从秤台上下来。



1.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显示      之后，按  键。

3.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

4.按   键确认。

5.显示      之后，从主机中取出手柄，并赤脚站上秤台。

6.听到蜂鸣声后，走下秤台。

显示测量结果后，本机将自动关闭。
查看测量结果后，将手柄放回其原始位置。

指定用户编号测量（用户模式）

不使用自动识别功能，输入自己的用户编号，即可测量。如果使用自动识别功能导致本机反复切换到

用户编号选择模式，可使用这种方法测量。

将本机放在坚硬、平坦和稳定的地板上。

注：
• 测量时请不要晃动。

• 显示      之前，如果握住手柄或将手柄放在地板上，可能无
法准确测量。

注：
• 如果您在应用程序设定中输入了昵称且本机已经和您的智能手
机连接，将显示您的昵称，代替用户编号。

• 如果您在显示      之前站上秤台，测量期间将显示       
或               并关闭电源。



客人模式
1.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 显示       之后，按    键，选择         ，按   键确认。

3. 使用            键选择您的年龄，接着选择性别和身高。

4. 显示您输入的信息和       之后，从主机中取出手柄，并赤脚站上秤台。

简易测量模式（客人模式 /仅测量体重）

注：
•　测量时请不要晃动。

•　显示       之前，如果握住手柄或将手柄放在地板上，可能无

法准确测量。

5. 听到蜂鸣声后，走下秤台。

显示测量结果后，本机将自动关闭。

查看测量结果后，将手柄放回其原始位置。

注：
年龄设定范围 5至 99。

仅测量体重

1.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 显示       之后，站上秤台，但不要握住手柄。

3. 显示您的体重时，如果听到蜂鸣声，走下秤台。

注：
•　虽然显示                   ，但站上秤台时不要握住手柄。

不存储数据或只测体重时，使用该模式非常方便。

注：
•　如果自动识别功能发现当前用户存在多个可能的候选人，身体成分测量结束后，本机将自动切换

到用户编号选择模式（P.17）。

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然后按      键确认。
※如果本机反复切换到用户编号选择模式，请在测量之前输入您的用户编号（P.17）

•　如果您忘记关闭电源，本机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关闭（显示屏关闭）：

在秤台上超过 60 秒没有任何操作

测量过程中任何时刻都未在秤台上检测到重量

单个测量结果显示时间超过 40 秒

设定键 开 /关键

开 /关键

   /   键



如果自动识别功能发现多个可能的候选人，本机将在身体成分测量后

自动切换到用户编号选择模式（本机发出蜂鸣声）。 

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然后按   键确认。

如果您在查看结果时发现用户编号不正确，按住       键 3秒以上，切换

到用户编号选择模式并重新选择您的用户编号。

注：
•　如果您关闭电源而没有重新选择您的用户编号，测量结果将保存至错误的用户编号下。

•　背光板的颜色根据用户编号发生变化。

用户编号选择模式

测量进行中

1. 蓝色 2. 粉色 3. 白色 4. 天蓝色 客人：紫色

例：正在测量身体右侧

本机和手柄会根据正在测量的部位点亮背光。

此功能将帮助您了解当前测量进度。



测量结果显示在个人信息之后。每项显示 4秒左右，然后切换到下一项。评估项目按用户颜色、评估

颜色的顺序点亮，然后切换到下一项。最后显示您的体重，大约 40 秒后，关闭电源。

• 显示测量结果时，可按           键切换显示的项目。

• 测量结果画面上的       图标表示当前测量结果相较于上次测量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5. 脉搏

查看测量结果（全身）

1. 体重

6. 体脂肪率（%）*

7. 体型判定

11. 体水分率（%）

10. 骨量

9. 基础代谢量

8. 体内年龄

7. 内脏脂肪

2. 肌肉量 *

按  键查看某

特定部位的测量

结果

3. 肌质点数 *

按  键查看某

特定部位的测量

结果

按  键查看某

特定部位的测量

结果

※仅在脉搏测量

为 ON 时显示。



显示全身肌肉量、肌肉量点数（muscle-q）或体脂肪率测量结果时，按   键，查看身体各部位的结果。

显示身体各部位的测量结果时，可按     或     键切换显示的项目。

测量结果评估用闪烁的背光板颜色表示。

查看测量结果（按身体各部位）

注：
• 如果体脂肪率超出测量范围，

则显示“Error（错误）”。

• 17 岁和 17 岁以下者：显示体重、BMI 和体脂肪率。

• 取消：按   键取消选择或关闭电源。 

• 连接智能手机且测量数据已保存在本机中之后，测量结果显示屏上的图标    点亮。

评估

（例：按全身 /身体各部位显示肌肉量）

按   键在全身和身体各部位测量结果之间切换

身体各部位

左臂

躯干

右臂

左腿

右腿

全身

不显示躯干的肌质点数。

评估  测量结果评估用闪烁的背光板颜色表示。

评估颜色

BMI 评估（※用于体重 /BMI）

体脂肪率评估

身体各部位脂肪率评估

内脏脂肪等级评估

肌肉量评估 身体各部位肌肉量评估

肌质点数评估 身体各部位肌质点数评估

BMR 评估（※用于 BMR / 体内年龄）

骨量评估

肥胖

肥胖

高

高

偏瘦

偏瘦

低

低

偏胖 /偏瘦

偏胖 /偏瘦

略高

略低

正常范围

标准（-）/标准（+）

标准 /低

平均

平均 /高

平均 /高

平均 /高

平均 /高



查看测量结果（脉搏）

目标脉搏数
可根据本机在平静状态下测量的脉搏数，在百利达 Health Planet（P.8）中显示目标脉搏数。

目标脉搏数可根据 Karvonen 法※计算公式算出。

可根据自身设定的运动强度，得知高效地燃烧脂肪的目标脉搏数。
※Karvonen 法是根据测量的脉搏数、设定的年龄及运动强度计算出目标脉搏数的计算公式。

注：
•　目标脉搏数为运动时指标，依据日本体力医学会体力科学编辑委员会监译的《运动处方指南》

（ACSM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的数据，结合体力水平设定。

本指标是根据统计的平均结果编制而成，具体因人而异，因此请咨询医师及专家后再使用。

•　本机的脉搏测量功能未遵循药品医疗器械相关法律。

不属于医疗器械，因此请勿用于诊断和治疗用途。

正确测量辅助功能（脉搏较快时为参考值）
本机在脉搏测量为 ON 时，测量完身体成分后测量脉搏。

此时，如果因刚运动完及洗澡后等使得脉搏变快，偏离一般日常范围，

就会在测量结果画面中显示    （注意标志）进行提醒。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身体成分，建议在日常状态下测量，不要在刚运动

完及洗澡后测量。

5～ 17 岁的脉搏测量结果也为参考值，因此显示    （注意标志）。



变更个人数据

1.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 显示      之后，按   键。

3. 使用            键选择您的用户编号（1～ 4）。

注：
•　如果您在应用程序设定中输入了昵称且本机已经与您的智能手机

连接，将显示该昵称，代替用户编号。

4. 按   键确认。

按 P.10 上列出的步骤变更您的个人信息。

变更完您的个人信息后

显示

1. 使用           键选择     。

2. 按   键确认。

3. 显示       之后，赤脚站上秤台。

（测量步骤见 P.6）

显示修改后的个人数据和测量结果后，电源自动关闭。
与智能手机连接完成的个人数据用清除功能进行了变更后，变更前保存的数据与本机上保存的数据被
删除。

注：
•　必须连接智能手机，才能使用智能应用。

按“通过智能手机测量”（P.8）上的说明设置体脂秤。

•　如果选择    ，数据不会被覆盖。

•　按   键取消选择或关闭电源。

•　如果您忘记关闭电源，本机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关闭（显示屏关闭）：

在秤台上超过 60 秒没有任何操作

测量过程中任何时刻都未在秤台上检测到重量

单个测量结果显示时间超过 40 秒



删除个人数据

1. 手柄未取出状态下，按   键打开电源。

2. 显示      之后，按   键。

3. 使用            键选择要删除的用户编号。

4. 持续按住   键 3 秒以上，显示          。

5. 使用           键选择    。

6. 按   键确认。

显示要删除的个人数据，然后删除。

删除连接智能手机的个人数据也会导致本机中的测量数据被删除。

注：
•　按   键取消选择或关闭电源。

•　如果您忘记关闭电源，本机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关闭（显示屏关闭）：

在秤台上超过 60 秒没有任何操作

测量过程中任何时刻都未在秤台上检测到重量

单个测量结果显示时间超过 40 秒



身体成分指南

体脂秤的适用对象
本产品是针对年龄 18 ～ 99 岁的成年人而设计的。5～ 17 岁的儿童可以使用本产品测量体重、体脂肪率、

肌肉量和骨量：其他功能对儿童不适用。

凭借对最新 BIA 技术和运动科学研究的巨大投入，百利达升级了运动员模式功能，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

确，适用人群更加广泛。

什么人群适合使用运动员模式？

符合下列条件的 18 岁以上成年人：

• 每周训练或锻炼 12 小时以上并已持续至少六个月。

• 健身爱好者。

• 想要在家监测自身进展的专业运动员。

• 有长期健身史，曾经常每周锻炼 12 小时以上但目前运动量已减少的健身人士。

孕妇仅限使用称重功能。

其他功能在怀孕时不宜使用。

本产品仅限家中使用。不可在专业场所中使用，包括医院、医疗机构或健身机构。它不是针对此类大量

使用而设计的。

本产品提供的读数仅作为信息供用户参考。

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或治疗任何疾病或异常。如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虑，请咨询专业医师。

体脂秤的工作原理
百利达体脂秤利用双频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计算您的身体成分。安全的低频率电流通过秤台上的

电极片流经全身。该电流可以通过肌肉和其他身体组织中的体液轻松流动，但会在流经体内脂肪时遇到

阻碍，因为体内脂肪只含有少量体液。这种阻碍称为阻抗。通过将阻抗数值结合相关研究得出的数学公

式后，即可测量出您的身体成分。

百利达 RD-545 智能体脂秤整合了专业级双频 BIA 技术，使您足不

出户就能精确掌握自己的身体成分。研究表明，使用两种不同的生

物电阻抗频率能提供人体细胞内和细胞外状态的基本数据。这一先

进技术大大提高了身体成分测量的精度。

使用体脂秤的最佳时间
人的体水分率水平在白天到夜晚之间会自然波动。体水分率的任何明显变化都会影响身体成分读数。例

如，身体倾向于在夜晚长时间睡眠后脱水，所以，如果您一大早取得读数，会发现您的体重较低而体脂

肪率较高。大量进食、饮酒、月经、生病、锻炼和洗澡也有可能导致体水分发生变化。

为了获得最可靠的读数，请您务必在相同条件下每天同一时间使用体脂秤。晚餐前是一个不错的测量时

间。

高频率电流

细胞膜

低频率电流



BMI 是什么
BMI 是 (Body Mass Index) 的缩写，表示身体质量的指数。国际上广泛使用，因和身体中所含脂肪量

有很大关系，日本肥胖学会提出作为判定肥胖的统一标准。BMI是体重(kg)除以身高(m)的 2次方的值。

BMI =体重(kg) ÷身高(m)2

身体的小知识

BMI值为“22”时，体型较标准。
因此，还可以算出与您身高相对应的理想体重。

理想体重(kg) = 22.0 ×身高(m)2

■单看BMI值，不能判定虚胖。
BMI 是从身高和体重所求的值，成为简单判定肥胖度的标准。

即使是标准体重实际也存在脂肪多的“虚胖”。如图同样体重

的 A和 B他们的 BMI 也相同，但体脂肪率却不同。

因此体重变化的同时，确认是肌肉增加，还是脂肪增加是很

重要的。

※BMI的判定对象是成年人。※采用日本肥胖协会(2016年)的标准。

体脂肪

体脂肪率是什么
体脂肪率是身体脂肪占总体重的比率。体脂肪不单是活动能源，更有着保持体温、减轻外来的撞击力、

滋润皮肤、保持平滑苗条的体形、维持正常荷尔蒙分泌等重要作用。但是，过多的体脂肪是引发高血脂、

高血压、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原因之一。小孩子的肥胖和成年人一样也有可能引起高血脂、高血压、

糖尿病等危害健康的疾病。而且，已有从小孩期的肥胖转移为成年人肥胖的报道。因此从小孩子开始就

要注意保持适当的体脂肪率。

■请停止成长期的盲目减肥
小孩和大人不一样，是身高、体重、肌肉、骨骼等身体组

织快速成长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进行节食、极端的限制

食量等盲目的减肥将会导致必要的脂肪、肌肉、骨骼不增长。

脂肪过少将会引起女性荷尔蒙分泌异常导致月经停止。了

解自己的身体，摄取营养均衡的食物并进行适当的运动等

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的。

胆结石

脑血管意外中风

心肌梗塞

  高血压
高血脂症
    痛风
动脉硬化

脂肪肝

  变形性
膝关节症

因肥胖容易引起的病症

(睡觉时无呼吸综合症)
呼吸道疾病

性荷尔蒙分泌异常
(月经异常、阳萎)

瘦

未满18.5 18.5以上25以下 25以上30以下 30以上35以下 35以上40以下 40以上BMI值

普通 肥胖度（1） 肥胖度（2） 肥胖度（3） 肥胖度（4）



体脂肪率判定表
根据年龄、性别的不同，适当的体脂肪率的范围不同。检查自己的年龄、性别，确认一下身体的状态吧。

孕妇和人工透析中的人或浮肿症状的人，建议将此表作为观察变化趋势的参考值。

※ 判定表是应对以下 BMI 判定基准制作而成的、根据 DXA 法测定的体脂肪率结果。              

 18 岁以上：WHO、日本肥胖学会的肥胖标准

 6 岁到 17 岁：日本肥胖学会小儿肥胖症手册制作委员会的肥胖基准

身体的小知识（续）

男性
6岁

9岁

10岁

11岁

12岁

13岁

14岁

15岁

16岁

17岁

18～39岁

40～59岁

60岁～

8岁

7岁

6岁

9岁

10岁

11岁

12岁

13岁

14岁

15岁

16岁

17岁

18～39岁

40～59岁

60岁～

8岁

7岁

女性

瘦 标准 标准 轻度肥胖 肥胖



身体的小知识（续）

肌肉量是什么
维持运动能力及心脏跳动的组织。作为保持体温及身体动作而制造能量的组

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机所显示的肌肉量包含骨骼肌、平滑肌 (内脏等 )

和水分量的值。

骨 格 肌
平 滑 肌
体水分量

肌肉量

干燥时的骨量

非脂肪量

※图表显示的是平均的肌肉量随年龄的变化。因人而异，

请作为目标值使用。

运动和吃饭保持适运动和吃饭保持适
当的肌肉量当的肌肉量

维持和增加倾向期维持和增加倾向期

增加期
减少倾向期减少倾向期减少倾向期
继续运动防
止减少止减少

肌肉量的年龄变化「百利达体重科学研究所调查结果」

男性 女性

岁

■肌肉量因年龄、性别而不同。
肌肉量从统计来看，成长到 20 岁左右肌肉会一

直增加，之后经过维持期会有慢慢减少的倾向。

成长期是肌肉量急速增长的重要时期。请摄取

营养均衡的食物和增加身体活动量。健康的成

年人如果肌肉量减少能量消耗也会减少，容易

积累脂肪，成为生活习惯病的原因。中老年以后，

也要注意日常生活中进行适当的运动。防止肌

肉量减少。

以 18 岁以上的人为对象，判定肌肉量。肌肉量判定是计算对于身高与多少肌肉量来区分的。在与本机

配套使用的 Health Planet 智能应用上，将此肌肉判定作为肌肉比分进行显示。值越大，与身高相对应

的肌肉量就越多。

标准（平均）  多少

<根据体脂肪率和肌肉量判定体型>

体

脂
肪

率

判
定

肥　胖

轻肥胖

＋标准

－标准

瘦

隐  形
肥胖型

运动不足型

偏瘦型

肥　胖　型

标   准

偏 瘦 肌 肉 型

肌肉型

肌   肉
发达型

肌   肉
型肥胖

肌　  肉　  量 　 判 　 定

※肌肉量判定不能理解为肌肉质量的判定。

通过肌肉量的判定和体脂肪率的判定来判定体型。

少

-4　　-3　　-2 -1　　0　　+1 +2　　+3　　+4

标准(平均) 多



身体的小知识（续）

肌肉质量是什么
所谓肌质是指肌肉的质量 (状态 ), 它会因年龄的增加和运动习惯而改变。肌质因人不同其状态也不同。

年轻且经常运动的人的肌肉状态相对较好。而因运动不足或年龄的增加，会导致无法使用肌肉本身的力

量。本产品通过使用双频生物电阻抗测量法，将肌肉的状态作为肌质点数进行评判。

肌质判定表

男 性 

高

标准

低

女 性 

高

标准

低

30岁～39岁18岁～29岁 40岁～49岁 50岁～59岁 60岁～69岁 70岁～79岁 80岁以上

30岁～39岁18岁～29岁 40岁～49岁 50岁～59岁 60岁～69岁 70岁～79岁 80岁以上

※以下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肌质点数判定不正确。        

注：肌肉量与肌质的平衡，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疲惫或浮肿时。
　・脱水或血流压下时。

肌肉量判定

标准少 多

高

低

标准

　肌肉量与肌质的平衡表

※这个平衡表是关于“肌肉”的评价。     
针对每天的健康管理，请配合身体脂肪率和其他项目来使用。

注)17岁以下的人不能显示。



身体的小知识（续）

体型判定是什么
本功能会根据体内脂肪与肌肉量的对比来评估您的体型。当您活动量较大而降低体脂肪量时，您的体型

等级也会因此而改变。每个人都应该设定其本身所达到的体型目标，并遵循饮食和健康计划而实现该目

标。

■体型判定说明

 多

隐形肥胖

肥胖

标准肌肉

肌肉型肥胖

运动不足

标准

肌肉发达

偏瘦

偏瘦肌肉

小骨架肥胖

根据身体的外形，该人似乎有健康的体型；但脂肪率偏高，且肌肉质量水准偏低。

中骨架肥胖

该人的体脂肪率偏高，肌肉质量水平中等。

大骨架肥胖

该人的体脂肪率与肌肉质量均较高。

肌肉与平均体脂肪率偏低

该人的体脂肪率为平均水平，肌肉質量水平低於平均值。

标准的肌肉与平均体脂肪率

该人的体脂肪与肌肉质量水平达平均值。

肌肉与平均体脂肪率偏高 (运动员)

该人的体脂肪率达平均值，肌肉质量水平高于平均值。

肌肉与脂肪均偏低

体脂肪率与肌肉质量都低于平均值。

瘦且肌肉发达 (运动员)

该人的正常体脂肪率低于平均值，并含有适当之肌肉质量。

肌肉非常发达 (运动员)

该人的正常体脂肪率低于平均值，并含有高于平均值的肌肉质量。

结果 体型等级 说明

9

8

7

6

5

4

3

2

1



身体的小知识（续）

骨量是什么
骨头包含全体矿物质（钙等）的量。正确名称应为“骨盐量”，百利达使用有亲切感的“骨量”。骨头看

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非常活跃反复地进行着新陈代谢活动。所以，给身体补充需要的钙，能经常

产生新的骨头。骨头和肌肉的关系非常密切。过瘦或是运动不足将造成骨量减少。用适当的运动和均衡

的饮食一起维持肌肉、骨骼的增长吧！

■骨量在成长期积累，之后进入维持其。
骨量和肌肉量一样，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青春期

急速增长，20 岁左右达到最高峰，经过维持期会

有慢慢减少的倾向。骨量增长的成长期能充分的

增加骨量，追求最大骨量的增长是很重要的。成

长期进行盲目的减肥，不能积累充足的骨量将来

的骨质会非常疏松。成长期以后也要注意加强钙

的吸收，进行适当的日光浴和继续运动来努力地

维持骨量吧！

推定骨量判定以 18 岁以上的人为对象。判定对比

身高与体重，进行组合区分含有多少骨量。

继续适量的运动来
努力维持骨量努力维持骨量

维持期维持期维持期

适当运动并
加强钙的吸收

减少倾向期减少倾向期减少倾向期

男性 女性

(岁)

骨量的年龄变化“百利达体重科学研究所调查结果”

※图表是平均的骨量的年龄变化。因人而异请作为目标值使用。

※下述人有可能得不到正确的数值，请只作为参考值。

※“推定骨量”是在非脂肪量（脂肪以外的组织）相关关系的基准下统计推测出来的值。本机显示的“推

定骨量”和“骨密度”不一样，不能直接判定骨的硬度、强度、骨折的危险性。对骨骼异常有担心者

请咨询专业医师。

内脏脂肪是什么
吸附在腹腔内内脏间隙的脂肪称为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比皮下脂肪更容易引起生活习惯疾病因此，确认

内脏脂肪的状态是预防生活习惯疾病的重要标准。

■内脏脂肪等级的判定标准

骨密度低有骨质疏松症状者

高龄者、更年期或是闭经者

接受性荷尔蒙的人

孕妇、哺乳中的人

注)17岁以下的人不会显示。

※适用年龄：18岁～99岁。

 判定

请以标准体重为目标，在进行适量运动的同时，限制
食物热量的摄入。

请积极地进行运动和严格控制饮食。

暂时无需担心，请继续保持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

等   级

9.5及以下

10.0～14.5

15.0及以上

 标   准

稍微超标

超   标

■关于本机测量的内脏脂肪等级
·即使体脂肪率低也有内脏脂肪等级高的情况。

·此为统计性的内脏脂肪积蓄风险的评价。

继续适量的运动来

急速增加期急速增加期
禁止盲目减肥禁止盲目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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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小知识（续）

基础代谢（BM = basal metabolism）是什么
为维持各种各样的活动 (呼吸、心脏的跳动、保持体温、

ETC 等 ) 而消耗的能量。也就是为了生存最低限度必需的

能量。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肝脏、肾脏

等器官在身体、精神安静状态下的活动消耗。一天的总消

耗能量包括基础代谢量、生活活动代谢量 (日常家务等活

动 )。其中，基础代谢量约占消耗能量的 60%。

■基础代谢是由肌肉量消耗能量多少来决定的。
基础代谢是根据个人的肌肉量的多少决定的。因此，同样体重脂肪少肌肉多的人基础代谢高，消耗的能

量也多锻炼肌肉可以增加基础代谢。还有，肌肉量多基础代谢高的人基本不会有变胖的倾向。

一天内总消耗能量的详细图
参考/厚生劳动省“日本人的食物摄取基准(2020年版)”

基础代谢量
高脂肪容易燃烧的类型

基础代谢量
低脂肪难以燃烧的类型

肌肉多运动型的人是燃料

(脂肪)充分消费的活动工厂

肌肉少肥胖的人是燃料

（脂肪）只燃烧一点处于半休

业状态的工厂

以 18 岁以上的人为对象，判定基础代谢量。基础代谢量因个人身体条件（胖、瘦、肌肉质量等）、年龄、

性别会有不同。因此，算出 1kg 体重所消费的基础代谢量，与你的年龄平均值相比较，判断少“一标准

（平均的）一多”。

性别、年龄层基础代谢基准值和基础代谢量（平均值）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岁）

18～29 23.7 1,530 1,11022.1

30～49 22.5 1,530 1,16021.9

50～64 21.8 1,480 1,11020.7

65～74 21.6 1,400 1,08020.7

75以上 21.5 1,280 1,01020.7

基础代谢基准值
（kcal/kg  体重/日）

基础代谢基准值
（kcal/kg  体重/日）

基础代谢量
（kcal/日）

基础代谢量
（kcal/日）

注)17岁以下的人不能显示。

参考/厚生劳动省“日本人的食物摄取基准(2020年版)”

30

60

10

基础代谢量

生活活动
代谢量
约

生活活动
代谢量
约

饭后产
生热量
约

饭后产
生热量
约



身体的小知识（续）

体内年龄是什么
该值根据身体成分和基础代谢量的年龄倾向计算

得出，表示测定的身体成分数据接近哪个年龄。

以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日本人的饮食摄取基准”

的“基础代谢基准值（基于体重的基础代谢量）”

为基础，根据百利达的独有研究导出的年龄倾向

计算得出该值。基础代谢基准值和年龄之间的关

系如图所示，20 岁～ 40 岁人群呈慢慢减少趋势，

超过 50 岁的人群呈基本持平趋势。

即使同样体重的人，因身体成分不同体内年龄会发生变化

31

注)17岁以下的人不能显示。

体内年龄
20岁

体内年龄
30岁

体内年龄
40岁

体脂肪

基础代谢

 肌肉等
非脂肪量

20.0

21.0

22.0

23.0

24.0

75以上65～7450～6430～4918～29
（年龄）

女性

男性

基础代谢基准值（kcal/kg）的变化
根据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日本人的饮食摄取基准（2020版）”绘制

（kcal/kg/日）

即使体重相同，肌肉在全身所占的比例

越高，基础代谢量越高，体内年龄越年

轻。例如，实际年龄 40 岁，肌肉占比高、

基础代谢量高、和 30 岁基础代谢量相

同，则得出体内年龄为 30 岁。

想要减肥、拥有紧致身形的人群，请参

考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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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小知识（续）

体水分率是什么
体水分率是人体中水分所占的百分比。体水分是指体内含水分的血液、淋巴液、细胞外液、细胞内液等。

有输送营养、回收体内废物、保持体温等对身体很重要的功能。体水分率男性比女性高，随着年龄增加

有减少的倾向。而且体脂肪多的人水分率少，相反体脂肪率低的人水分率高（如上所述体水分率根据年龄、

性别、体脂肪而发生变化。)

以下是体脂肪率在适当范围内的人的体水分率：

测量体水分率的正确方法
● 如果节食急剧减轻体重，不只是体脂肪连最重要的体水分也有可能减少、请注意将体脂肪控制在标准

范围内，不要进行减少体水分的盲目减肥，将会不利于身体健康。

● 一天之中因水分的摄取和身体活动以及身体状况不好等多少会有点变动，所以请注意以下几点：

◎ 因运动、饮酒后、洗澡后等体内水分移动和体温上升时休息一段时间等身体处于安静状态且体温降下

来时再测量。

◎ 喝水之后（刚刚喝完水）

 直到身体完全吸收后测量值才能反映出来。

◎ 发烧和持续激烈的呕吐，腹泻时等身体好转后再测量。
※脱水、浮肿时不能判定。

注)17岁以下的人不能显示。

男  性

女  性

 约55～65%
 约45～60%

部位测量
按不同部位测量右臂、左臂、右腿、左腿、

躯干部的体脂肪率、肌肉量。这有助于身体

成分的左右平衡，以及有意识地观察锻炼部

位的变化。

通常来说，男性的上半身易堆积脂肪，而女

性则是下半身易堆积脂肪，随着年龄增长，

上半身也会容易堆积脂肪。此外，男女的腿

部肌肉量均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少。

<DXA 法的身体成分测量结果（LUNAR 公司　DPX-L）



MBA 评分是什么（17岁以下的人不会显示）

MBA（MY BODY ANALYZER）评分利用从 1000 多位
运动员中收集的数据确定您的运动水平。将您的
肌质和平衡与该数据比较，确定您具备的运动水
平。与不经常参加锻炼的人相比，运动员一般拥
有更多的肌肉、更高的含水量和电解质含量，以
及独特的肌肉细胞质量和更粗的肌肉纤维。确定
您的 MBA 评分时，要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细胞内
液与细胞外液的平衡、肌肉纤维电气特性和身体
各部位肌肉平衡等信息确定质量。

■有四种 MBA 评分
• 专业级：拥有现役专业运动员肌肉特征的人。
• 业余级：肌肉发育和专业运动员接近的人。
• 入门级：经常运动或努力维持其当前体型的人。
• 娱乐级：不经常运动或刚刚开始运动的人。

※ 确定这些评估指标使用的数据集涉及数量相对较多的运动员，他们的下身拥有较高的肌肉量分布平衡。下身肌肉量

分布平衡低导致评分较低。
※ 生活方式会导致体重和电阻波动，但波动方式因人而异。体内水分和体温变化也会对测量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尽量

在相同条件下一天的同一时间测量，以便观察长期趋势，避免因短暂变化而对测量数据产生错误的理解。

娱乐级 业余级 入门级 专业级 

33



34

出故障了吗？

认为有故障时，在委托修理前，请确认以下内容：

症状

按下按键无任何显示。

显示“                    ”。

文字显示后立即消失。

按下按键后，显示地区设定画面。

按下按键后，显示日期设定画面。

显示“                ”。

测量中显示“         ”。 

站上秤台后无任何显示。

测量中电源关闭（显示消失）。

测量中显示“                ”。 

测量中显示“○.○○kg”。

显示的测量体重明显错误。

只显示体重。

测量后，只显示 5% 的脂肪率。

使用自动识别功能测量后，显示别人的用户
编号。

只显示体重、BMI、体脂肪率、肌肉量、
推定骨量。

应用程序的“Measure body composition
( 体成分的测量 )”按键无效。

应用程序的“Input Data( 输入数据 )”按键无效。

体重不稳定。

体重小于正常值。

即使没有开启电源，本机仍然打开。

即使登录了个人数据，也不能测量身体成分。

显示“                  ”。
本机无法与智能手机连接。

显示“                  ”。

反复显示“                      ”。

体脂秤无法与智能手机连接，显示

“                       ”。

显示“          ”（清除）。

测量中显示“                   ”。

测量完成后身体成分显示“         ”。

电池安装是否正确？
电池电量是否已经消耗完？
电池的电极上是否粘有塑料胶纸、灰尘等杂物？

确认电池方向，正确放入。
电池的电量已消耗完，请马上更换。

在测量体成分前，需要设定地区、日期与时间，请设定地区、日期
与时间。

在测量体成分前，需要设定日期与时间，请设定日期与时间。

日期与时间设定正确吗？

测量中是否在晃动？

站上秤台之前请打开电源。

是否在测量中从秤台上下来？

超过最大秤量 200kg。（此时不可测量）。

个人数据设定是否错误？

是否选择了其他人的用户编号？

超过了一项或多项测量项目的测量范围。（这种情况下不能进行测量）。

请在坚硬、平坦稳定的地方进行测量。

紧紧握住手柄。

0～ 5岁仅显示体重。

不能测量 5% 以下的体脂肪率。（只显示 5%）。

智能手机的设定上有打开“蓝牙”吗？

体重、身体电阻抗相似的人同时登录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错误识别。

5～ 17 岁的人只显示体重、BMI、体脂肪率、肌肉量和推定骨量。

个人数据登录没有完成。
输入个人数据后必须进行一次身体成分测量。

变更或删除个人数据时的确认显示，不代表“        （错误）”。

是在本机与智能手机的通信范围内吗？本机通信良好的范围在无障碍
物时为 5米。

有在本机上删除与智能手机通信的个人数据吗？通过智能手机的
“设定”> “蓝牙”解除本机的登录，重新再登录本机。

应用程序与本机的连接仅在本机电源关闭的状态下有效。请确认
本机为电源关闭状态，再重新确认。

如果在软质表面（如地毯）上使用本机，秤台下侧可能无法与地板
接触，影响读数的准确性。
请在坚硬、平坦和稳定的地板上进行测量。 

本机附近是否正在使用具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微波炉或其他可发
射无线电波的设备（如无线电话）？

取出并更换电池。 

智能手机的设定上有打开“蓝牙”吗？ 

通过智能手机的“设定”>“蓝牙”解除本机的登录，重新再登录本机。

是否是在显示“         ”之前站上秤台？

必须在“        ”显示之后站上秤台。

电池的电量已消耗完，请马上更换。
（如果残留电量过低，有时不显示“                ”。）

确认内容 参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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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型    号

秤量范围

最小分度

体脂肪率

BMI
推定骨量

肌 肉 量

身体各部位脂肪率

身体各部位肌肉量

体型判定

肌质点数

身体各部位肌质点数

内脏脂肪等级

基础代谢量

体内年龄

体水分率

MBA判定

脉 搏 数

设定项目（登录）

时钟精度

电    源

消费电流

秤体尺寸

重    量

Bluetooth规格

RD-545
0～200kg
50g（0～100kg） 100g（100～200kg）
5.0～75.0%（0.1%为单位）

0.1为单位

100g为单位

0～100Kg，50g为单位 100kg以上 100g为单位

躯干部　　 5.0～75.0%  0.1%为单位　

腕部、腿部　1.0～75.0%  0.1%为单位

0～100kg  50g为单位　100kg以上 100g为单位

9个等级

1点为单位

1点为单位

1.0～59.0等级　0.5等级为单位

1kcal/日为单位

1岁为单位

0.1%为单位

娱乐级/入门级/业余级/专业级

1/bpm为单位

对象年龄  5岁～99岁

对象年龄  18岁～99岁

对象年龄  5～99岁（参考值）

地    区

日    期

个人编号

出生年月

性    別

身    高

10个地区

2017年1月1日0:00～2050年12月31日23:59
1～4
1900年1月1日～

女性/男性

90.0～220.0cm（1cm为单位）

平均月差±1分钟以内（常温）

DC6V　5号碱性干电池（LR6）×4节
最大250mA
约D348 × W320 × H57mm
约2.8kg（含电池）

Bluetooth® version 4.0 (Low Energy support)

※本产品是以身体的电阻抗值为基准来测量身体成分。

※100岁以上的人请将测量值作为参考使用。

※每个测量项目都带有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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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

顾客
本保修卡中根据免费修理规定实施免费修理，从购买
日至下面保证期内发生故障时，根据本保修卡提示，
委托我公司及各经销商处修理。顾客的个人资料在
修理完成后和修理品一起返还。在此期间，顾客个人
资料不会泄露出去，我公司根据规定负责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