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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何地，真正智能 "                              "
在各个方面的智能！ 更便利的体验！！

简单的表格蕴含丰富的信息！
完美的基于人体成分分析
» �通过BMI与体脂肪率以及肥胖度评估进行综合肥胖

诊断
» 通过腹部肥胖率与内脏脂肪面积进行腹部诊断
» �评估分析肌肉与脂肪
» �一目了然的结果数据画面
» ���通过数据积累管理，确认身体变化

应用程序与网络服务智能设备
» ���已注册会员的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或时间查看

测量数据。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 ���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平板电脑支架与固定手

柄，为每个人提供舒适的测量姿势。

自带显示屏配置
» ���直观显示屏UI使用时无需帮助

自动升级
» ���通过自动升级测试系统，始终维持最佳状态。

便于使用者与管理者
* InBalance 300应用程序可以在Apple的App Store与GooglePlay中下
载。

» ���为了使用者的便利性，采用10.1”英寸大LCD显示屏
» ���I可自我测量的直观性UI
» ���通过提供综合结果数据，方便理解结果
» ���通过会员注册，对测量信息进行管理
» ���提供会员管理制度的应用程序，针对医院的管理者

或健身房的教练（可选购）

连接使得智能
* InBalance 300应用程序可以在Apple的App Store与GooglePlay中下
载。

» ���支持自动升级
» 通过WIFI与LAN连接网络
» ���支持（蓝牙，WIFI）打印机
» ���为了联动各种仪器而提供外部接口（血压计，测距

仪，练习设备等）
» ���云服务支持网络&手机应用
» ���可使用条形码便捷管理会员
» ���设计基于标准API针对其他医疗设备�

与健康管理服务连接同样的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多亏了上述智能功能，智能会员管理可以在健身房
使用，特别是为健身连锁提供一个可选择的移动应
用，由第三方供应商提供。

» �使用应用程序中显示的条形码轻松登入。

» �测量结果会立即显示在应用程序上以及/或网络上，并自动保存
在健身服务器以及/或云服务中。

» �如果是健身房连锁店，测量记录可以在任何健身房的连锁店进
行查看。

» �多样的运动及饮食推荐可以在应用程序以及/或网络上找到。

高性能高成效！

InBalance 300 适用于大多数应用程序
InBalance 300是台轻便可折叠的身体成分分析仪，基于
四种频率（5kHz，50kHz，100kHz，250kHz）节段性的
BIA（生物电阻抗）。

用户可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在Apple 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Store下载使用InBalance的应用程
序。

形式简单信息丰富
精确的人体成分分析
InBalance 300考虑到个人的体重，身高，性别，年龄与肥胖程
度等因素，能够提供精确的人体成分分析。

多频精密测量
InBalance300使用四种频率（5kHz, 50kHz, 100kHz, 250kHz），
而提供更实际的阻抗值。

4点8触式电极法
双手双脚放在四个接触点上，两个频率可以提供更精确的分析
结果。

连锁健身房&健身中心最好的解决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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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简单信息丰富的结果表

  

 

 

  

 

 



形式简单信息丰富的
结果表

❶	 人体成分分析
将身体成分数据检测结果与标准范围平均值做比较。�

❷	 有关脂肪与肌肉的丰富信息
分析体脂量, 无脂肪含量, 肌肉量与骨骼肌含量。�

❸	 肥胖分析
通过身体质量指数, 体脂量与肥胖等级做肥胖诊断。�

❹	 腹部肥胖诊断
腰臀比与内脏脂肪面积来诊断腹部肥胖。

❺	 节段分析
脂肪与肌肉5个不同部位(大腿, 手臂, 身躯)与标准值作比 
较分析。

❻	 综合评价
测量数据的结果显示满分为100分, 五个等级更简单 
理解。

❼	 身体成分比率
身体水分, 蛋白质, 矿物质及去脂体重在标准范围显示。

❽	 体重控制的指导
体重控制应该基于身高, 脂肪量以及可用于设定适当体重 
的肌肉量。

❾	 卡路里控制指导
基础代谢率与每日推荐摄取热量的信息对控制每日食物
消耗及卡路里摄取是很有帮助的。

❿	 查看历史数据的变化
近五次的测量数据按记录功能列出, 有助于保持对体重 
的控制。



InBalance 300 规格

测量方式 通过生物电阻抗
4种不同频率 (5kHz, 50kHz, 100kHz, 250kHz)测量5个部位 (左臂,右臂,身体躯干,左腿,右腿)

电极 4点8触式电极法

测试项目

体成分分析(体水分、蛋白质、无机质、体脂肪)、标准范围(细胞内水分、细胞外水分、蛋白质、无机
质、体脂肪)、骨骼肌脂肪(体重、骨骼肌量、体脂肪量、肌肉量、无脂肪)、标准范围(体重、骨骼肌
量、体脂肪量、无脂肪量)、肥胖诊断(BMI,体脂肪率、肥胖度)、腹部诊断(腹部肥胖率、内脏脂肪水
准、腹部肥胖形态)、部位肌肉评估(标准体重/目前体重基准、右臂、左臂、身体、右腿、左腿)、部
位别脂肪评估(右臂、左臂、身体、右腿、左腿)、体型区分(脂肪过多型、脂肪型低体重、脂肪型标
准、脂肪型过体重、低体重、标准、标准型过体重、消瘦、低脂肪肌肉型、肌肉型过体重)、身体比
率(无机质、蛋白质、体脂肪、体水分)、肥胖形态、体重管理(标准体重、适当体重、体重调整、脂肪
调整、肌肉调整)、卡路里调整(基础代谢量、1日所需热量、1日推荐热量、综合等级显示(1~5等级)、
评估分数、健康状态、身体变化(BMI、体重、体脂肪率、骨骼肌量)、阻抗(部位别频率)

测量年龄 5岁以上

测量体重范围 10~250公斤

测量时间 70秒内

显示屏 10.1” 带电容触摸屏的IPS面板, 1280 x 800

数据储存 登入后测量数据可被储存100,000 次(线下, 使用内置记忆), 无限次 (线上, 云端)

外部接口 USB (x4), WiFi, LAN, RS232C (x2), Bluetooth (可选购, 使用USB)

输入电源(Power) 100-240V~, 50/60Hz

使用电流 500μA (rms)

耗电量 35VA

智能方式
如果您使用了用户登入登入InBalance云服务 ,
可点击InBalance App(Android, iOS)或
者网页服务来查看所有测量历史

尺寸 (WxDxH) 640×450×1040 ㎜

重量 30㎏ / 66Ibs

包装后尺寸(WxDxH) 1160×520×230 ㎜

包装后重量 31㎏ / 68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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