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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标志指导您如何安全正确地操作本设备，从而避免对使用人员造成任何伤害，并防止设备损坏，

在按照本《使用说明书》使用本设备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并理解以下标志。

该标志表示若操作不当或未按要求操作，可能会造成死亡或严重人体受伤事故

该标志表示若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本设备，可能会造成人体伤害或物品损害

警告

警 告

禁忌

注意

禁止

禁止

禁止

必须遵守

本标志项下对强制性措施进行了

详细说明
本标志项下对禁止事宜进行了详细说明

为了保证本机最佳的状态，需要遵守的内容

关于本机的使用、检查，顾客须知的补充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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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在同一个插座上连接多个插头
以防发生火灾。

切勿擅自拆卸本设备

以防造成触电或其他人体伤害事故，并避免对设备精确度造成影响。

切勿用湿手接触插头
以防造成触电、漏电或引起火灾。

请勿自行评估分析结果，或根据分析结果自行制定运动计划
请咨询您的健身顾问或其他专业人员。

身体不方便的人请不要单独测量
请在他人的陪护下使用。

远离水源
请在远离水源或不会受潮的地方使用本设备。若本设备受潮，可能会引发设备故障。

预防感染

手脚等与本机直接接触的部位有可能感染细菌，有伤或者炎症者请勿使用。

AC电源线脱落时的警告

AC电源线脱落时，请勿触碰电源端子，有触电的危险。

请不要倚靠或悬挂本产品

有可能导致摔倒等重大事故。

该产品的测量效果仅供用于塑身、体型数据参考，不能用于疾病诊断、预防或损伤的诊断、监护目的

请不要在本产品设置好的状态下抬起来或移动

专用支架请不要与本体脂秤以外的产品组合使用

要求

须知

当幼儿或身体不方便的人使用本产品时，请一定要有监护人或护理人员陪同

否则可能导致摔倒等重大事故。

专用支架仅可安装于本体脂秤上使用

如果单独使用本支架，有可能导致摔倒等重大事故。

该产品仅供家用/健身房/养老设施等非医疗器械使用，不得为满足医疗目的而在诊所、体检中心、
医院等医疗机构中使用

必须遵守

体内装有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器具者禁用本设备

本机有微弱的电流流入体内导致医用电气机器故障，可能会造成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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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在使用本设备测量之前，请使用酒精将电极板及其周边部分擦拭干净
由于使用本设备时，与人体手脚直接接触，如未按本要求操作，可能会导致接触性传染病。

使用之前，应确保本设备不会与其它电子设备相互产生电磁干扰
本设备按照B级IT设备要求设计(主要用于室内环境)，并经过EMC认证，但可能会对精密设备
造成影响。

对金属(铬及不锈钢)过敏的人士请勿使用
本设备手电极镀铬，脚电极采用不锈钢，有可能导致过敏。

不要使用充电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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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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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要让小孩搬移本产品
有可能掉落砸伤小孩。

使用标准电压在1.2V以下的充电式电池操作时，有可能会造成错误操作或本机故障。因此，
一定要使用指定的电池。

不要和其他机器同时使用
本机测量时，不要进行其他的测量（比如：测量体组成时，进行血压测量等）有可能会受伤
或者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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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于业务上（医院等专业机构的测量）

不要搬运显示部

收纳显示部时，不要突然松手

因不具备作为专业用的功能，所以医院等专业机构禁止使用。

有掉落的可能或会成为故障的原因。

请不要拆卸、改造

由于破损或脱落，可能会受伤。

有可能会击中身体和脚而受伤，或会成为故障的原因。

禁止

请勿将您的手指伸入本设备上的任何间隙或孔内
以防造成人体伤害。

请将本设备置于平稳的地方
若未按本要求放置，可能会摔倒而造成伤害，或设备无法进行测量。

请勿在本设备上跳跃

以防摔倒造成人体伤害。

以防摔倒造成人体伤害。
请勿倾靠在本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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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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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稳定、坚硬、水平的地方组装并安装本产品
否则有可能导致摔倒等重大事故。

使用后请清洁机器

灰尘堆积或弄脏的时候，请擦拭。

否则有可能摔倒受伤。
请定期确认螺丝是否松动

安装专用支架时，请务必关闭体脂秤的的电源，拔掉所有的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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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遵守 请不要在本产品附近使用有通信功能的设备以及微波炉、无线电话等发出电波的家电

可能导致错误作动不能进行正确测量。并且，本产品启动后，发生不必要的无线连接，
影响电池寿命。

会受到电线、铁路架线、发电站等环境的影响，请尽可能的远离此类环境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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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测量方法

请勿在剧烈运动之后立
进行测量

剧烈运动之后立即进行测量，测量
结果可能有误。为保证准确的测量
结果，在测量之前需要保证足够的
休息。

请勿在温度变化范围较大的
条件下进行测量

测量结果可能有误。若将该设备移
至另一区域，而此两区域之间的温
差超过20℃，则在移动后2个小时
之内，请勿进行测量。

在大量进食或饮水后，或在
脱水状态下，请勿进行测量

体内水分及身体温度变化较大时，对测量结
果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为了得到准确的测
试结果，测量之前请先使用洗手间，并且为
了得到最佳测量结果，应尽量在每日同一时
间且身体处于同一状态条件之下进行测量。

某些照明设备、医疗设备及通讯设备(如整流器荧光灯、微波治疗设备及手机等)会对测量结果
造成一定干扰。因此在使用之前请先检查是否存在类似设备。

若站立位置不正确，脂肪测量值则可能会比真实值低，

或显示故障提示消息。如右图所示，脚尖与脚跟部应

基本以相同比例位于电极两侧。

请勿在有电磁波辐射的设备附近使用本设备

测量时请赤脚正确的站立在电极板上

电极

<小孩> <成人>

为正确检测实际变化情况，应每天在身体处于相同状态的条件下进行测量
为保证测量的整体准确性，应尽量在每日同一时间进行测量，但在早上起床
之后3小时内以及进食后3小时内，请勿进行测量。

测量之前，请将手掌及脚底的灰尘及污垢清除干净
若存在上述污垢，脂肪测量值则可能会比真实值低，或显示故障提示信息。

在测量过程中双臂与躯干，以及双腿内侧不得相互接触

弯膝盖或坐着不可以测量

若在测量过程中发生接触，脂肪测量值则可能会比真实值低，或显示故障提示信息。
若出现肌肤接触，应在测量过程中使用干毛巾或类似物品进行隔开。

不能正确的测量。

调整辅助脚（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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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精确测量

本设备经过精密制造及精准调校，为取得最佳测量结果，请严格遵守如下要求：

请勿在阳光下暴晒，或将本设备存放在空调气流正面，或放置于发热装置附近
请勿放置于温度变化较大的区域
请勿放置于湿度较高或接近水源的地方
请勿放置于剧烈振动的表面上
请勿放置于离化学品较近的区域，亦不可放于产生化学气体的区域

请注意电源的频率、电压及电流允许范围
请勿放在氧气浓度高、可燃性麻醉气体中

请勿放在空气中有盐分、硫磺的地方，会对本产品造成不良影响

请勿放在空气中有盐分、硫磺的地方，会对本产品造成不良影响

请勿用水清洗本设备
请勿给予过度的冲击、振动
请勿以拉动AC电源线的方式将插头拔下
若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请关闭电源，并把插头拔下
在使用前先确认本设备是否可以正常且安全地工作

请勿存放于剧烈振动的表面上
请勿存放于湿度较高或灰尘较大等容易产生不良影响的区域
贮存区域的温度不得超过规定的存放温度范围

长时间使用，在使用前请确认本设备是否可以正常且安全地工作

废弃本设备时，请按照所在地区的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放置

使用

贮存

废弃

清洁
有污迹时，请用沾水或者家庭用洗涤剂的湿布擦拭。
请勿使用热水、挥发油、稀释剂等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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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的测量。请保持正确的姿势。

正确的测量姿势

错误的测量姿势

在显示           后，握住把手，拉出操作部站上秤体。

双臂垂直向下。

手和把手不要碰到身体和脚。

不穿衣服测量时，注意手臂和身体、

双腿之间不要接触。以免得出不准确

的测量结果。

显示部在显眼的位置，紧握把手。

双脚站在秤上，脚尖和脚后均匀接触

电极板。

膝盖弯曲 胳膊肘弯曲 肌肤相接触 仅一部分手指与电极接触

以下类型的测量者，建议将测量值作为观察变化趋势的参考值。

做人工透析患者、有浮肿症状的患者等
体内装有金属装置者

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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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台

显示部

显示项目

向上键

向下键

设定键

项目切换键

测量结果

触摸按键上的图标
进行操作

测量结果的判定(5处)

显示屏

手柄

电缆线

电池盒 电池盖

电缆线缠绕时不要测量。

电极（8处）

测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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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台背面

电源
开关

为了正确并安全测量，2个调整脚要接触到地板。

调整脚（2个）

电源线插入口RS-232C
端口

9

包含以下部件

固定器

螺丝A(2)

支架

橡胶帽

螺丝B(4) 六角扳手

连接

电缆支架

说明书(本书) AC变压器（电源线）



使用AC变压器和电源线时 使用电池时

电源打开/关闭

按住电池盖中间部分，横向滑动打开。

按电源开关，电源打开/关闭。

插入电源。

使用4个5号电池。

电池请自行购买。

电源接入后，显示版本信息。

使用电池时，请把AC变压器（电源线）从电源线插口上拔出。
AC变压器（电源线）插入状态，不能测量。

体脂秤请务必连接各自附带
带的AC适配器

如果弄错的话，有可能发生故
障或起火。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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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的装配

将支架放在控制单元储存段，
然后用螺丝A拧紧。

按顺序将接头和固定器插入支架内，
然后将控制单元置于顶部。

将控制单元的电缆装在后面的槽中，
然后用螺丝B将电缆支架固定。

控制单元

支架

螺丝A

卷线夹紧了。 线卷未放入槽内。

可以通过拆卸接头来调整高度。

须知

螺丝B

螺丝B

电缆支架

固定器

连接

支架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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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的秤会因为使用地区的重力加速度不同，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使用本机时，设定相对应的

使用地区，即可消除误差。

地域设定

日期时间设定

接入电源后，显示      。

按   键、  键，从以下表格中选择所在的地区。

按     键确定。

按   键、  键，选择年份，按     键确定。

日期和时间设定方法相同

设定后显示     。

AREA 3

AREA 4

AREA 5

AREA 6

ARE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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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变更设定

确认本机是否接入电源。（     P.10）。

长按   键5秒，切换为「        （设定）」画面，按   键、  键选择设定确认的项目。

（     P.19）
设定编号 项目

蓝牙配对

年/月/日、时：分

6 19

20

20

21

21

21

22

22

23

19～20

5

OFF/5/15/30分

OFF/5/15/30秒

ON/OFF

英语

2019/1/1 00:00

0.0kg

ON

OFF

ON

OFF

英语/法语/德语/日语

意大利语/波兰语/

西班牙语/土耳其语

BLE/PC BLE

OFF/PRINT/PC
       0～2张

0.0～10.0kg（0.1kg单位）

ON/OFF（标准）

地域设定

日期时间

体型

LCD屏休眠

自动完成结果显示

蜂鸣器

输出设定

印刷语言

连接切换

去皮量（着衣量）

初始值 页码

称重时，使用的容器、袋子、包装纸等叫做皮重。称重时，减去皮重，叫做去皮。



不登陆App测量

测量开始前，确认本机是否插入电源。睡眠模式中，站上测量台时，LCD灯亮，

解除睡眠模式，测量体重。

测量体重

确认操作部显示     ，赤脚站上测量台，

设定「                                （着衣量）」，

显示着衣量和          。

蜂鸣器“哗哗”响，显示体重。

体重测量完成前请不要拿起手柄，体重测量中拿起手柄，

会显示                 （请把手从手柄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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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按   键、   键，

设置个人数据。

输入个人数据

测量体组成

关于运动员模式

18岁以上且满足以下条件的人士。选择运动员模式的人员，建议

将测量值作为参考值。

一周进行12小时以上有氧运动的人员。

「           （体型）」选择             （标准）或            （运动员）。

从属于体育会、运动团体、有意向参加竞技会的人员。

职业运动员。

像健美运动员一样，想增加肌肉量在进行锻炼的人员。

蜂鸣器“哗哗”响后，显示            ，双手

握住手柄。

胳膊伸直，胳膊肘不要接触身体，两手握住手柄。

脚尖和脚跟与电极板均匀地接触，站上测量台。

体组成测量完成后，“哗哗”响，显示测量结果。

40秒 10秒 5秒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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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显示后，按     ，可切换显示项目。

按   键、  键显示平衡值和各部位（左腕、右腕、

左脚、右脚，躯干部）的结果（      P.18）

测量完成

确认测量结果后，显示器放回原处，从测量台上下来。

输出设定中，选择         或    ，自动发送结果至连接的打印机、电脑（     P.23）。

按「         （自动完成结果显示）」，选择「5/15/30秒」时，自测量台上下来，

自动显示下一个测量画面。

如直接结束，按     键结果显示画面。

体脂肪在测量范围外时，显示         。

按    键、   键，选择      ，按     键，测量

结果显示画面。

体重

肌肉量

体脂肪率

本机不支持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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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各个部位）

测量结果显示后，按     ，可切换显示项目。

按   键、  键显示平衡值和各部位（左腕、右腕、左脚、右脚、躯干部）的结果。

体重

肌肉量 体脂肪率

平衡

左腕

右腕

左脚

右脚

躯干部

17



测量结果的判定

确认全身和各部位的体脂肪率和肌肉量判定。（对象年龄：18～99岁）

根据身高制定肌肉量的判定标准，值越大，相对身高的肌肉量越多。

体脂肪判定

肌肉量判定

全身体脂肪率判定

各部位体脂肪率判定

全身肌肉量判定

各部位肌肉量判定

瘦 -标准 +标准 轻度肥胖 肥胖
瘦

少

少

多

多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轻度肥胖 肥胖

（+）：轻度肥胖、肥胖

       轻度肥胖：脂肪含量高于标准范围，易引起健康问题。

       肥胖：脂肪含量过高，极易引发各种与肥胖有关的疾病。

（0）：-标准、+标准

       对应相应的年龄和性别，脂肪含量处于正常水平。

（-）：瘦

       脂肪含量低于标准范围，易引起健康问题。

运动员由于他们特殊的运动或者活动，可能身体脂肪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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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中，请不要放置任何物品在本机上。

地域设定

日期时间

在「                     （设定3 日期时间）」

画面时，按    键。

按   键5秒，显示「                  」画面。

在「                 （设定2 地域）」

画面时，按    键。

按   键、  键，选择年份，按    键确认。

按   键、  键，选择地域，按    键确认。

按   键、  键，选择需要设定的项目，按    键，返回测量画面。

按   键、  键，选择年份，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按   键、  键，选择年份，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显示时间设定画面。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AREA 3

AREA 4

AREA 5

AREA 6

AREA 7

19



按   键、  键，选择小时，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按   键、  键，选择着衣量，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按   键、  键，选择   或     ，按    键确认。

设定体型选择（运动员/标准）。

按   键、  键，选择分，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着衣量

体型

关于运动员模式

18岁以上且满足以下条件的人士。选择运动员模式的人员，建议

将测量值作为参考值。

一周进行12小时以上有氧运动的人员。

从属于体育会、运动团体、有意向参加竞技会的人员。

职业运动员。

像健美运动员一样，想增加肌肉量在进行锻炼的人员。

「                       （设定4 着衣量）」

画面时，按    键。

「                      （设定5 体型）」

画面时，按    键。

设定着衣量，体重测定时，可以测量出减去穿着衣服的重量。

着衣量设定范围在0.0～10.0kg。

选择    时，体型固定为标准，跳过体型选择画面，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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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屏休眠

自动结束显示结果

蜂鸣器

LCD屏熄灭的时间设置。

「                       (设定6 LCD睡眠）」

画面时，按    键。

「                     (设定7 自动结束显示结果）」

画面时，按    键。

「                     (设定8 蜂鸣器）」

画面时，按    键。

进入睡眠模式前，按   键、  键选择时间，

按     键确认。

按   键、  键选择时间，按     键确认。

按   键、  键选择时间，选择    或     ，

按     键确认。

选择        时，LCD灯不灭，测量完成后LCD灯亮。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从测量台下来，显示结果消失前，设定时间。

选择     时，测量完成后，按     键，显示画面结束。

按    键、    键，选择「    」，按     键，测量结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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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键、  键，选择    、      或    ，

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输出设定

用RS-232C接口连接本机、打印机和电脑，能输出测

量结果，

「                    （设定9 输出）」

画面时，按    键。

输出设定时，选择         或     后，测量结果自动打印或发送到电脑。

本机不支持普通直连打印机。

手动印刷/自动设置

手动印刷时，选择   。

按   键、  键，选择自动打印的数量，按    键确认。

在测量结果显示时，长按     键3秒，显示打印画面，能手动打印。

本机不支持打印机。

22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打印语言

「                        （设定10 打印语言）」

画面时，按    键。

设定打印语言。

按   键、  键，上下翻动语言一览表，选择需使用的

语言，按    键确认。

本机有以下语言

（英语/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波兰语）



切换连接

设定外部机器连接。

「                           （设定11 切换连接）」

画面时，按    键。

选择「PC」模式，电脑接受个人数据，并可以发送

测量结果到电脑。

选择「PC」模式时，显示   标识。

「PC」模式和「BLE」模式，不可同时使用。

按   键、  键选择时间，按     键确认。

设定完成后，蜂鸣器“哗哗”响。

扫描二维码关注“康乐达日记”微信公众号，配合

“康乐达日记”系统及外设，扫码测量，管理体成

分数据。详情请关注公众号相关内容或拨打热线

4000-680-980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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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修理前，请先确认以下内容

症状 确认内容

测量方法

显示部

零点异常

体重值不稳定

是否放置在有振动的场所？

测量台是否倾斜？

测量台之间的间隙是否夹住物体？清除所夹

之物。

接入电源无任何显示

显示

显示

或测量

关闭电源，卸下测量台上的物品后，重新

开机再次进行测量。

确认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所测的重量超出可测量范围。

赤脚站在测量台上。

脚底干燥时，测量前先在电极上滴上。

约0.5ml的水。

确认输入的内容有无错误。

确认手指和手掌与把手的电极之间接触是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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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MC-580
计量范围

阻抗测量

测量方式

测量周波数

测量电流

测量部位

测量范围

全身和各部位的肌肉量

肌肉量评价

全身和各部位的体脂肪率

体脂肪率评价

地域

性别

体型

年龄

身高

去皮值 （着衣量）

日期时间

电极材质

2.0～270.0kg（包括置皮重）

90.0～249.9cm（0.1cm单位）

0.0～10.0kg（0.1kg单位）重置去皮

5～99岁

100～240V AC/9V DC电压器
6V DC  5号干电池（LR6）X4

5℃～35℃
30～80%（无冷凝）

10～90%（无冷凝）

平均月差    ±1分以内（常温）

-10℃～60℃

0.4A以下

RS-232C

200～900Ω（0.1Ω单位）

0～135kg ±300g
±600g135～270kg

2019年1月1日0:00～2050年12月31日23:59

不锈钢

全身/右腕/左腕/右脚/左脚/躯干部

6.25kHz, 50kHz
90μA以下

0.1kg单位

0.1%单位

0.1单位BMI

5阶段

5阶段

10区域

女性/男性

标准/运动员

多频8电极BIA法
100g最小显示

显示项目

使用条件

保管条件

通信方式

计时精度

尺寸、重量

外部链接

电流

消费电流

温度范围

相对湿度

温度范围

相对湿度

显示部

测量部

设定项目

1：17岁以下人员不能选择运动员模式。
2：设定为17岁以下人员测量时，此项目不能显示、打印、输出。
3：称重时，使用的容器、袋子、包装纸等叫做皮重。称重时，减去皮重，叫做去皮。

测量误差

测量台

本产品是按照百利达企业产品标准Q/BLD 17制造，并经过严格检验后出货。

使用时，对于所测量的体重的最大允许误差保证在以下范围内：

以家庭测量为目的，不能适用于业务（用于证明物品买卖或者其他的重量）

称量范围 误差

（使用温度：23℃±5℃  湿度：50%±20%）

约D367xW89xH34、约0.3kg
约D394xW551xH75、约7.3kg
Bluetooth   versio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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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580-CK75
MC-580
5℃ ～ 35℃
30% ～ 80%(无结露)

-10℃ ～ 60℃
10% ～ 90%(无结露)

112mm×58mm×111mm

对应机型

温度

湿度

温度

湿度

支架

使用环境

保管环境

外形尺寸

规格（续）

26

支架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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