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满足多种用途的使用场景

医疗机构 ·康复训练

促进预防生活习惯病等意识的形
成，当作康复评价指标。

便于外出诊断和出行测定时使用。

体育设施 ·健身俱乐部 ·美容院

当作训练或保健调理的效果指标。

可通过履历管理进行连续指导。
建议在履历管理时使用应用软件
“Get In Shape”。

店铺 ·活动

在顾客接待、健康活动时招揽顾客。

本品有助于提高顾客接待水平增加回
头客，并在健康活动中提高招揽顾客
的能力。

智能测量、智能设计

※可迅速完成多人测量。

只15秒

仅需15秒便可显示结果的智能测量。

机身小巧的轻量设计

重量仅为15kg的轻量设计。
机身小巧，便于移动和设置。

15秒即可完成全部测量

MC-780MA

生物电阻抗测试法

8电极

90uA以下

左臂、右臂、左腿、右腿、躯干、全身

3频
（5kHz/50kHz/250kHz）

0~270kg/0.1kg

身高、性别/体型、年龄

5~99岁

90cm~249.9cm

大学 ·研究机构

当作体育或营养研究的基础数据。

由于保存在SD卡里，在获取研究用数据或
移动测定时均不需要电脑。

健康保健协会 ·健康小屋

用于促进协会会员和自治体居民的健
康水平，以削减医疗费。

MC-780MA
人体成分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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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成分分析仪
技术参数

体型判定、部位别分析、身体均衡分析、健
康诊断体成分分析、生物电阻抗、附带测试
意见、供测试者参考。

体重、体脂肪率、体脂肪量、去脂体重、
肌肉量、体水分率、体水分量、蛋白质、
推定骨量、细胞内/外液量、细胞外液率、
BMI、基础代谢量、基础代谢年龄、内脏
脂肪等级、部位别肌肉量、部位别脂肪量
等。

体重、体脂肪率、体脂肪量、去脂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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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别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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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显示屏

配备RS-232C(孔式接口D9针连接头)和US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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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喷墨打印机，PictBridge对应打印机

100~240V，47~63Hz

25VA

项目

测量方法

测量年龄范围

测量时间

总公司：株式会社

百利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0-680-980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887号永新大厦8005A室

地址：日本东京都板桥区前野町 1-14-2

官方网站：www.tanita.com.cn

主要测量值

评估类型

儿童测试

操作环境

额定功率

电源电压

兼容打印机

软件配置

输出接口

屏幕显示

结果报告类型

身高

测试系统

测试电流

测试部位

测试频率

测试参考值

体重最大称量

温度：5~35℃，湿度：30~80％RH（无冷凝）

成人版、儿童版两种报告可选

公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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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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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TANITA支持预防肥胖事业

额定电流仅为90uA，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即使孕妇也能在特定时期内测量。
百利达独有的参考值，分为男女及男女运动员，可更加精确地分析测试者的身体。

201905-2C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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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TANITA（SHANGHAI）Trading CO.,LTD.



测量人体成分 了解健康指数 测量人体成分的原理

全身检查
显示测量数据。

体重

体脂肪率

体脂肪量

最大重量为 270kg ，无需甄别体重，可进行多人测量。

表示脂肪组织在体内的比率。进行肥胖的根本性判断时，不是以
体重。而是以体脂肪率为标准。

用重量显示体内所含脂肪量。

通过体脂肪率和肌肉量判定体型
参考体脂肪率和肌肉量判定体型。

单纯通过体重无法分清的体组成将会一目了然。

※17岁以下仅显示体脂肪率的判定结果。另外还可设置目标体脂肪率。

BMR  VFR
测量结果条状显示，简单明了。

可用“体重/身高(m )2”计算。疾病较少时的 BMI为22。

显示和判定基于测量人体组成的基础代谢量。基础代谢量( BMR )

测试意见和建议：医生签字：

请注意：
此版本仅为MC-780的试用版本，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与相关人员反馈。
感谢您的参与。

MC-780MA专用印纸

专用印纸背面
专用印纸背面有详细的说明，便于理解各个项目的测定

结果。

体脂肪量 肌肉量

肌肉量

体水分率

推定骨量

维持姿势、促进心脏工作的肌肉组织(骨骼肌、平滑肌、水分)的
重量。

显示血液、淋巴液、细胞间液、细胞内液等体内所含水分量。

将整个骨骼所含的钙等矿物质的量称为“骨量”。

※17岁以下不显示体脂肪率·脂肪量以外的标准范围。

按等级显示腹腔内(内脏周围)附着的脂肪。内脏脂肪水平( VFR )
※17岁以下无法显示。

部位分析
有助于确认训练的效果指标。

脂肪和肌肉的各部位分析值。为各部位数值判定等塑身和肌肉训练提供必要信息。

细胞外液率

※17岁以下仅显示测定值。

身体平衡
左右肌肉量平衡检查
比较左右手臂和腿部的肌肉量，检查平衡性。

※无法在热敏打印机上打印。

腿部肌肉点数
确定下肢肌肉量在体重中所占比例的指标，评价随年龄增长容易衰老的腿部力量。

※17岁以下无法显示。

体水分中所含细胞外液量的比例。

 人体成分分析仪

实现更高精度的测量

基础代谢量（BMR）的新回归公式易辨认、易理解的测定结果

什么是内脏脂肪？

电抗技术

通过与DXA法的关联度，证明其极高的可信度

脂肪组织

细胞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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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回归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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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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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内变化情况（阻抗及电抗） 一天内变化情况（脂肪率）

日本男性 美国男性 美国女性日本女性 日本男性 美国男性 美国女性日本女性日本男性 美国男性 美国女性日本女性

低频电流 高频电流

多频率电流示意图
非脂肪组织（主要为肌肉、水分、骨骼）
=电解质组织

体组成计的先驱者—百利达
向您呈现的 [高精度   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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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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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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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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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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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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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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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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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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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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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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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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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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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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