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参数
公司介绍

日本百利达株式会社，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脚

踏式人体脂肪测量仪的发明者，其秤类产品

在日本拥有60年的生产历史，在日本本土及

全球市场占有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作为行

业领先者，百利达将专业产品的研发成果运

用到家用产品上，是一家同时销售专业产品

和家用产品的厂家。其产品的技术及性能

已经作为行业标杆，被广泛运用。

3~99岁

熟练操作40秒即可完成全部测量

儿童测试

体重、体脂肪率、脂肪量、除脂肪重、
肌肉量、体水分率、身体成分构成图显示、
儿童肥胖指数、基础代谢量、各部位肌肉综
合评价、各部位脂肪综合评价、
健康指数评价：目标体重、体重控制、目标
脂肪、脂肪控制、显示直流电阻抗/交流电阻
抗信息（科研基础数据）、肌肉量及骨量分
析图、成长曲线图

成人版、儿童版两种报告可选

能够实现与计算机的连接，由计算机向设备
发送数据和指令，进行自动化操作

10.4寸 触摸式LED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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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成计的先驱者—百利达

向您呈现的［高精度·高性能］

实现更高精度的测量

电抗技术

通过与DXA法的关联度，证明其极高的可信度

百利达的BIA法，是通过综合分析电阻、电抗的同时，针对不
同体格以及不同性别、水分变动所开发出来的高精度测量技术。
因此，在能够方便测量的同时，即使是儿童或者老人，所测量
出来的肌肉量、体脂肪量的数据都与体组成测量数据的基准
--DXA测量相比，相关系数超过r=0.97.如此高精度的测量，在
业内也是极难达到的水平。

体组成计使用BIA法（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是一种通过测量人体电阻抗评估人体成分的方法。人体内的电解液具有天
然的导电性。血液及肌肉中含有电解液，而脂肪成分中则相对较少。换句话说，体内肌肉越多，脂肪越少则电流就容
易通过，反之，对于体内肌肉较少而脂肪较多的人群，则电流较难通过。按照该原理，就可以通过测量阻抗值对人体
各种成分进行评估。因此，即使两个体重完全相同的人，也有可能测出不同的体成分。

通过多频周波数使用BIA法测量时，能够掌握细胞内液、细胞外液的变化情况，因此，就能更准确地测量出肌肉量、
体水分量、体脂肪率。

采用电抗技术可以降低一天内对人体成分进行分析的波动。一天内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是阻抗值的变化，由于细
胞外液（如细胞的水分，血液，淋巴液等）在腿部及躯干部进行移动。随着进食，锻炼和改变姿势等，而阻抗值
的波动会对人体成分评估起到显著影响。为减小上述变化对测量的影响，百利达公司不仅采用了传统的阻抗技术，
而且引入了电抗技术，按照回归公式将阻抗值分解出电抗值，从而降低了一天内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下图表明，大约将一天内变化的影响降低30%。

肌肉量

TAN TA 肌肉量（kg）TAN TA 体脂肪量（kg）

体脂肪量

多频率电流示意图

高频电流低频电流

细胞

基础代谢量（BMR）的新回归公式

什么是内脏脂肪？

医学家及营养学家一直认为，与体重相比，去脂体重对基础代谢量的影响更大（若一个人的体重一 定，则去脂体重

越大则基础代谢越高）。因此，对人体成分的分析应对去脂体重进行分析。若只是进行简单的估计，则只需根据身高、

体重以及年龄即可，无需对人体成分进行分析，按照这种方式对过大体重人的评估显示过高，而对肌肉型运动员则基

础代谢过低。目前根据百利达公司研发的基础代谢量递推公式，采用去脂体重进行多重回归分析，则对人体成分的

分析精度会大大提高。为了得出基础代谢量，需要采用呼吸气体分析仪对静息呼吸代谢（静息能量消耗：REE）进行

测量，而递推公式的计算则是以此数据为基础的。

内脏脂肪组织（VAT）指堆积在腹腔和内部器官周围的脂肪。

VAT比皮下脂肪组织更有可能导致生活习惯疾病。

因此了解和定期检查VAT堆积风险，在防止生活习惯疾病方面有

着重要的向导作用。

除了测量体脂肪率的已有技术以外，百利达公司通过比较应用

核磁共振 (MRI)* 的图象分析，开发了一种采用BIA法测量VAT

堆积风险的技术。

VAT堆积风险是在MRI图象处理的基础上采用BIA法估算VAT面积

而计算出来的，这种方法比基于BMI估算VAT堆积风险，有更好

的相关性，比用腰围评估更具准确性,对于个体而言。

*MRI是通过对腰椎L4-L5区域的截面进行图象处理，而计算出

VAT面积。

<图1>VAT面积和BMI之间的相关性

<图2>VAT面积和腰围之间的相关性

上述数据在2002年在美国圣地

亚哥举行的营养周会议上公布

的数据（学会由美国营养学院，

美国营养学会，美国肠道营养

学会及美国肥胖研究学会举办）

（图1～图3：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的研究成果，

发表于北美肥胖研究协会[NAASO]2004年。）

〈图1〉REE（静息能量消耗）与体重、去脂体重之间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静息能量消耗（BMR）与去脂体重之间的关联性要大大超过与体重

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因此应根据去脂体重进行计算，而非按照传统的做法，仅根据与体重的关系进行计算。

〈图2〉百利达多重回归模型与呼吸分析的基础代谢值做对比，基础代谢递推公式是依据BIA（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测得的人体成分值计算

而来的去脂体重进行计算的。与根据实际呼吸分析法（静息能量消耗）测得的基础代谢量相关性良好，R=0.9（p<0.0001）。

注：该模式是针对18-84岁年龄范围内的人群做了校准。不在此年龄范围内的数据可能不准确。

去脂体重VS静息能量消耗

去脂体重 体重

体重VS静息能量消耗

<图3>用BRI法测得VAT面积和用百利达BIA法推算VAT面积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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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obesity ）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是人
体能量摄入超过消耗，导致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在体内积聚过多
（或）分布异常而引起的疾病。不能光靠体重来判定是否肥胖，
肥胖的判定主要是通过体脂肪。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脚踏式人体脂肪测量仪的发明者，百利达采用
BIA（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和八电极测量法，通过测量身体阻抗
评估人体成分，测量出脂肪、肌肉、水分、骨量等身体成分，并结
合DXA(双能X射线)法，提供相应的数据报告。为控制体重，瘦身
减肥，营养平衡和疾病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功能强大

管理、存储、测量一应俱全

6频周波数的高精度，大约30秒即可完成全部操作和测量。在同类产品中，可节省测量时间约25%以上
（百利达日本的调查数据）。
可同时分别测定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量，可监控水分平衡。可分部位测量人体脂肪和肌肉。

能看到测定数据的变化趋势，了解饮食和运动管理的结果。推荐长期使用本产品，进行持续性健康管理。
·测试者的数据可保存于产品内部。
·保存数据容量约为3000名测试者，每人测量100次。
·拥有在显示屏上检索已保存的数据、删除数据等功能。
·有USB端口，可外部输出。

追求更高精度，

更强性能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产品颜色仅供参考

肥胖的危害

肥胖，不是单纯指体重过重，而是身体的脂肪组织所占的比例过多。
脂肪组织过多，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生活习惯病,而内脏脂肪过多
会影响内脏器官的正常运行。
因此，为了预防和控制疾病，保持适当的体重和体脂肪率，将其控制在理想的
范围之内是健康管理的关键。

肥胖（obesity ）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是人
体能量摄入超过消耗，导致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在体内积聚过多
（或）分布异常而引起的疾病。不能光靠体重来判定是否肥胖，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脚踏式人体脂肪测量仪的发明者，百利达采用
BIA（生物电阻抗）分析法和八电极测量法，通过测量身体阻抗

量出脂肪、肌肉、水分、骨量等身体成分，并结
(双能X射线)法，提供相应的数据报告。为控制体重，瘦身

测量结果用图形表示，方便查看

超大显示屏，输入简单超薄测试台，检测方便

优秀的操作界面

应用范围

采用彩色液晶触摸屏：操作简便、图表显示，简单易懂。
装备标准USB输出端口、RS-232C输出端口：为将来系统的构建，提供外部接口。
数据传输：测定数据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快捷方便。

适用于肾内科、营养科、内分泌科、体检中心、康复医学、糖尿病治疗中心。
纤体瘦身、健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各个领域。

目前世界上超过5亿人患有不同的肾脏疾病，每年超过百万人口死于与

慢性肾脏病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

慢性肾脏病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之后又一种威胁人类

健康的重要疾病，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身体成分分析仪，就是通过指导能量的摄入和膳食中营养素的输入比

例，了解其对身体成分的影响，从而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用于肥胖

症和营养不良的预防和控制。

通过仪器监测，对身体多项成分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为各项指导提供依据。

装备标准USB输出端口、RS-232C输出端口：为将来系统的构建，提供外部接口。
数据传输：测定数据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利用计算机软件分析快捷方便。

目前世界上超过5亿人患有不同的肾脏疾病，每年超过百万人口死于与

慢性肾脏病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之后又一种威胁人类

身体成分分析仪，就是通过指导能量的摄入和膳食中营养素的输入比

例，了解其对身体成分的影响，从而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用于肥胖

通过仪器监测，对身体多项成分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为各项指导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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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980MA
人体成分分析仪测试报告

日期

标准肌肉型

去脂体重

姓名

年龄性别 体型 着衣重量

身高

测定结果 参考值 目标值

体重

体脂肪率

体脂肪量

肌肉量

BMI

基础代谢年龄

全身数据

分析数据

基础代谢率
偏低        正常        偏高

内脏脂肪等级
标准        超标        过多

体水分

细胞外液率

部位别分析

肌肉综合评价

躯干部

左上肢 右上肢

右下肢左下肢

偏高
标准
偏低

身体平衡

肌肉平衡 腿部肌肉点数

左上肢 右上肢

右下肢左下肢

历史数据
体重 肌肉量 体脂肪率

前一次

体重

肌肉量

体脂肪率

生物电阻抗

身体脂肪分布

体重 肌肉量 体水分量

推定骨量 蛋白质等 细胞外液量

细胞内液量

体脂肪量

体型判定

肥胖

较肥胖

标准

瘦小

隐型肥胖型

运动不足型

偏瘦肌肉型

标准型

肥胖型 偏胖型

偏瘦型 肌肉发达型

体
脂
肪
率

肌肉量

脂肪综合评价

躯干部

左上肢 右上肢

右下肢左下肢

偏高
标准
偏低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建议和意见

去脂体重

细胞
内液

细胞
外液

体脂肪率判定表

以WHO、日本肥胖学会发布的肥胖判定为基准，细化性别和年龄所得出的判断表，适用于健康管理。

单靠BMI无法了解到的“隐形肥胖”
BMI是通过身高以及体重得出的数值，可以简单的判定肥胖程度。
但是即使体重是标准的，也会存在体脂肪过多的“隐形肥胖”。
即使身高、体重、BMI相同的A、B两个人、如果用体脂肪率判定后，两个人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所以，当体重变化时，判断具体变化的是肌肉还是脂肪是极其重要的。

真正判断
肥胖的基准并非

体重，而是体脂肪率

报告纸说明

内脏脂肪等级

体型判定

能进行考虑到体脂肪比率与肌肉量的体型判定。
就算体重很轻但体内脂肪比率很高的人会被判定
为【肥胖】或【隐藏肥胖】。

根据体脂肪率和肌肉进行综合的体型判定。
认清体型的现状，以平衡体型为目标。

内脏脂肪含量指人体腹腔内的脂肪含量，包围着
躯干部分的关键性人体器官。研究表明，即使体
重与脂肪含量保持稳定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
脂肪极易转移至人体躯干部分，尤其是在女性绝
经之后，所以一直保证体内内脏脂肪含量始终处
于健康水平，可以有效的减少疾病，如心脏病、
高血压及糖尿病等。

请长期关注内脏脂肪等级，有效的进行健康管理

成人版报告样纸

体水分量（TBW；Total Body Water)

基础代谢

基础代谢（维持现在身体的状态）是为了生存下去所必须的最
低限度能量。百利达的仪器在显示体组成同时也会显示基础代
谢量，并基于各年龄的平均值和统计进行分析评估。
不同的性别、年龄的基础代谢准值和基础代谢量的平均参考值，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第6次改定日本人的营养所要量]制定.

分析各部位的肌肉量和脂肪量

同样性别、同样体格的人平均值作比较，可以评估出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能以数值确认肌肉力量锻炼等的
结果和左右的平衡。在了解全身各部位脂肪率的同时，也需要确认减量的效果。
生活习惯病与其有很大关联，躯干部位的脂肪量的评价一目了然。

细胞内液是与能量产生和蛋白合成等细胞的代谢反应有关。细胞外液（循环血液量）减少的时候，细胞内液就会移动到细胞外起到补
充的作用。主要离子是K＋（钾离子）。肌肉量等随着细胞大小比例的增大而增大。

细胞的外侧中包含了细胞间质液和血浆。这里，血液也分为水分和淋巴液。细胞外液起以维持血液循环、为细输送营养素和酸素、将废
物和碳酸气体运到细胞外的作用。主要阳离子是阳离子是Na＋（钠离子）。细胞间液体……细胞和细胞之间的水分。
「浮肿」是细胞间水分积存的状态。

细胞外液（Extra Cellular Water)

细胞内液（Intra Cellular Water)

体水分量中细胞外液量的比率。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是通过细胞膜和血管壁进行正常的交换，水份量也会变为不稳定。这个平衡因某
种而崩溃的时候，细胞外液的细胞间质液会增加。肌肉量少的小孩和高龄者的细胞外液率往往偏高。

细胞内外液率（ECW/TBW)

体内水分量（体液）包含血液和淋巴液、细胞外液、细胞内液等。水分是人体内最多的物质，身体水分有营养
成分吸收、回收体内的废物、保持一定的体温等作用。根据年龄、性别、体脂肪量的不同，身体水分的比率会
发生变化。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身体水分量会减少。新生儿和婴儿水分较多。

身体水分大致可以区分为细胞外液和细内液，其比率因人而异。

平时，经过细胞膜和血管壁进行细胞内外水分交换,保持电解质平衡。

通常依据体成分比率，可以得知肥胖的细胞外液比率偏高。

1、我的身体成分构成

2、我的身体是否均衡

3、我的发育是否标准

了解个人健康 4、我的健康测试建议

身高

体重

成长曲线（男生）身高

年龄(岁)

体重

体重

成长曲线（女生）

体重

身高身高

年龄(岁)

体重

体重

体  重

体脂肪率

体脂肪量

去脂体重

体水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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