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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历史记录  
 

日期 版本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固件版本:          0.6.225 

客户端 App 版本: 1.4.6 

2019 年 11 月 12 日 固件版本:          0.6.225 

客户端 App 版本: 1.4.6 

格式及微小改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固件版本:          0.6.227 

客户端 App 版本: 1.5.0 

2019 年 11 月 16 日 固件版本:          0.6.228 

客户端 App 版本: 1.5.0 

2019 年 12 月 8 日 固件版本:          0.6.228 

客户端 App 版本: 1.5.7 

2020 年 2 月 8 日  固件版本:          0.6.228 

客户端 App 版本: 1.5.7 

修改 IOS APP 下载链接，重新排列章节顺序 

2020 年 2 月 25 日 固件版本：      0.7.242 

客户端 App 版本: 1.7.9 

2020 年 4 月 5 日 固件版本：US-0.7.248, CN-0.7.259, CA-0.7.262。 App 版本: 1.7.24 

修改内容：1.3, 1.5, 2.1, 3.2, 4.1, 4.2.5, 4.2.13, 4.2.14, 4.2.16, 5.2, 7.1 

2020 年 8 月 6 日 固件版本：CA-0.8.268, CN-0.8.264, US-0.8.253.  App 版本: 2.2.18 

修改内容： 

 新功能：跌倒风险评估 

 新功能：误报管理 

 将区域和分区合并为房间 

 降低误报的改进 

 提高视频流的性能 

 通过蓝牙重启或工厂复位 

 双路通话时使用扬声器 

 增加 LED 和报警声开关 

 增加挥手报警敏感度 

2020 年 11 月 9 日 固件版本：CA-0.8.274, CN-0.8.268, US-0.8.260 

 App 版本：2.4.16 

修改内容： 

 新功能：感兴趣区域（第四章） 

 新功能：人群定义（第五章） 

 新功能：浏览器界面（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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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功能：浏览器界面（第十章） 

 新功能：人员触发录像（第四章） 

 删除走失风险标志。原有功能可以通过定义有走失风险的人群

完成。 

 在背景显示感兴趣区域范围 

 改变地板颜色 

 火柴人改为彩色 

 提高人脸识别和追踪功能 

 提高夜视功能控制 

 提高蓝牙连接功能 

 修正 WIFI 中文密码功能  

2021 年 2 月 15 日 固件版本：CA-0.9.280, CN-0.9.273, US-0.9.268 

App 版本: 2.5.6 

修改内容： 

 加入人员信息和医疗信息 

 仪表板加入访客记录 

 改进挥手检测在夜视模式下性能 

 延时跌倒检测报警开关缺省设置改为关闭 

 传感器缺省隐私设置改为自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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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载及安装 

1.1 安装苹果 iOS APP 

从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应用程序“赛普传感器”, 或者直接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apps.apple.com/ca/app/赛普传感器/id1490029023 

 

 

1.2 安装安卓 APP 
 

安卓系统的 APP 可以从下述地址下载，请选用最新版本。 

http://altumview.ca/android.html 

或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ltumview.app 

 

https://apps.apple.com/ca/app/赛普传感器/id1490029023
http://altumview.ca/android.htm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ltumview.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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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赛普智能传感器 
建议将赛普传感器固定安装在 1.8-2.5 米左右的高度（系统也支持倒置在天花板安装），并适当向

下倾斜，以便能检测到房间的大部分地面。安装时请避免逆光环境。上电后等待一分钟左右，当

传感器白灯闪烁时，表明传感器已经可以接入系统了。更详细的安装事项请看安装说明。 

1.4 技术指标 
在良好的照明条件下设备的关键性能如下（在恶劣的照明条件或夜视模式下性能会下降）： 

跌倒检测： 

 最佳距离：< 6 米 

 最大距离：10 米 

挥手求救检测： 

 最佳距离：< 5 米 

 最大距离：8 米 

人脸识别： 

 最佳识别距离：< 5 米 

 最大识别距离：8 米 

双向语音： 

 最佳通话距离：< 5 米 

 最大通话距离：10 米 

1.5 免责声明，局限性和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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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与其他任何人工智能产品一样，我们的产品的算法和性能不是完美的，尽管我们一直在

持续努力改进我们的产品性能。您购买我们的产品并使用我们的服务，即表示您同意我们的网站

和应用程序中所列出的服务条款，包括免责声明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局限性。特别是，您同

意赛普行为识别传感器不保证可以检测到其设计的所有可能的异常事件，也不保证设备所收集的

所有信息没有任何错误。 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保证该设备可以防止发生事故、死亡，或可以防止

对您或他人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非法进入，或防止在紧急服务响应中出现的任何延迟，并

且我们不对任何伤害及由此造成的损失或损坏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您不同意这些条款，则不应使

用我们的产品。 

以下是我们产品的已知问题和局限性。该列表不是完整的，并且会经常更新。 

 并非所有紧急情况（例如跌倒和挥手）都可以被正确检测到，因为算法的性能可能受许多

因素影响，例如照明，距离，角度和遮挡。 

 人员的活动统计信息并不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当人员躺在床上且被毯子或被子盖住时。 

 当多人密集出现在传感器视角中且活动轨迹有重叠时，人脸跟踪可能会暂时出现错误。 

 产品在夜视模式下的性能通常比自然光模式下差。 

 当用户的 IP 地址为 IPV6 格式时，语音呼叫将无法工作。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1.6 常见问题及解答 

 

 如果您注册帐户后不能收到带有验证码的邮件，请检查您的邮箱是否有拼写错误。也

请查看您的垃圾邮件夹。 

 

 首次设置传感器时手机 APP需要通过蓝牙和传感器通信，以便连接 Wi-Fi。请打开您

的手机的蓝牙功能。 

 

 基于安全原因，传感器仅支持具有 WPA2-PSK 协议的安全 WiFi网络，而不支持 Open，

WEP和 WPA 协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 章中的“设置 WiFi”部分。 

 

 当您将传感器添加到您的帐户时，如果 App 提示该传感器不在服务器的白名单中，说

明该传感器注册的服务器与您的帐户所在的服务器不匹配。请确保您在正确的服务器

上注册您的帐户。我们的服务器目前分别位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如果您的地址位

于这些国家，则您购买的传感器在出厂时将被添加到您所在国家的服务器的白名单中。

如果您的地址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我们将通知您使用哪个服务器注册账户（通常时离

您最近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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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添加您的传感器时手机 APP显示该传感器已被绑定到其他户头，这是因为上一

个用户没有将传感器从户头中移除，或是在传感器离线时从户头里移除的。请看第 4 

章的解决办法。 

 

 升级固件时如果长时间显示“更新中”，请用手指按住并下拉屏幕刷新显示的状态。 

 

 Wi-Fi设置好后请先进行地板标定，才能进行跌倒检测。如果自动标定结果不准确，

请手工标定地板区域。每次传感器位置移动后需要重新标定。 

 

 在某些情况下，传感器的蓝牙可能连接到手机而不是 Cypress App。 在这种情况下，

该应用程序将无法连接到传感器，并且用户可能会收到蓝牙超出范围的错误消息。 要

检查是否出现这种情况，用户可以转到手机的“设置”>“蓝牙”页面。 如果在此页

面中连接了传感器，则用户可以关闭蓝牙以停止连接，再次打开蓝牙，然后尝试再次

从赛普拉斯应用程序连接到传感器。 

 

 测试报警功能时请在系统设置页面将“避免重复报警”设为“无”。这样每个检测到

的报警都会发送给手机。并在传感器页面的下方选择将“延时跌倒报警”关闭。这样

跌倒后传感器将马上报警，而不必等待３０秒钟。 

 

 为确保手机收到报警并发出提示音，请在系统设置页面将“推送通知状态”设为“打

开”。 

 

 少数情况下如果 APP 表现异常或停止响应，请强制结束 APP，然后重新打开 APP。如果

传感器表现异常或停止响应，请先通过 APP重新启动传感器，或者断电后重新上电。

极端情况下可能需要恢复传感器出厂设置。如果 APP可以与传感器建立蓝牙连接，则

可以通过该应用恢复出厂设置。 否则，必须使用销钉通过传感器背面的复位孔将其复

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章中的“重置”和“出厂重置”部分。 

1.7 技术支持 

如果您有任何技术问题，请通过 contact@altumview.com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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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管理 
 

2.1 注册管理员账户： 
 

● 打开赛普 APP，在登陆页面点击“注册”。 

● 在注册页面点击笔形图标，选择您所在区域的服务器。系统目前支持 3 个服务器：中国，

美国和加拿大。传感器在出厂时会根据客户所在国家/地区将其序列号添加到某一个服务

器的白名单中。中国客户请用中国服务器。 

● 填写“注册”页面的姓名、邮箱和密码信息，点击“注册”。未来登录需要邮箱和密码。密码

至少是 8 个字符，其中需要包括大小写字母和数字。 

● 使用本产品需要接受我们的服务条款，请在注册页面点击“服务条款”，并仔细阅读服务条

款，然后点击“接受”方可继续使用。服务条款的全文也可在 APP 中的设置页面以及公司

网站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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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接受服务条款后，你用来注册的电邮信箱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邮件内有注册码。如

果几分钟后仍收不到确认邮件，请确保您的电子邮件拼写正确，然后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 

● 在注册页面填入这个注册码，点击“继续” 进入你自己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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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登陆 
 

● 登陆账户：用注册时使用的邮箱，密码和服务器登录你的账户。                           

● 找回密码：如果您忘记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在“忘记密码”页面中，请在“电子邮件”

一栏里填写你的注册邮箱，新的密码会发送到你的注册邮箱中。 

● 应用程序版本和黑暗模式：在首页中，点击右下角的后转盘图标可以显示应用程序版本，

然后选择使用黑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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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间管理 
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左下角的“房间”图标将赛普拉斯传感器添加到您的帐户并进行管理。 每个传

感器必须添加到一个“房间”中，一个房间最多可以添加 10 个传感器。 帐户中默认的最大传感

器数量为 50。如果需要增加传感器的最大数量，请与我们联系。 

 

只有管理员才能更改房间的设置，例如添加，删除和重命名。 

3.1 房间列表 
 

点击屏幕左下角的“房间”以进入“房间”页面。 此页面列出了该帐户管理的所有房间。。 

      

在“房间”页面中，系统会提供一个缺省房间，名为“ 1stFloor – Room 1”。 最开始时，每个房

间中的设备数量为 0。在“房间”页面中点击某个房间名称将转到这个房间的页面。 

在单个房间页面中，用户可以点击“ +添加设备”将新设备添加到房间，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介

绍。 用户还可以点击页面顶部的垃圾桶图标删除房间，点击页面顶部的钢笔图标重命名房间，或

者点击“常用房间”旁边的星形图标将这个房间标记为“常用房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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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隐私设置 
每个房间的隐私可以设置为“自然”和”私人”两种等级。当设置为“自然”（缺省设置）时，原始

背景将在传感器视频流和警报消息中显示。当设置为“ 私人”时，在传感器视频流和警报消息中

仅显示背景的黑白边缘信息，如下图所示。 

房间的隐私设置改变时，用户需要重新标定该房间内的所有传感器才可以更新背景，使新的隐私

设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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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管理 
 

每个房间可以有多个智能行为识别传感器。点击选定的房间，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内的所有传感器，

以及这些传感器的状态。传感器左侧的传感器图标为黑色时表示传感器处于在线状态，灰色表示

传感器处于离线状态，如下图所示。用手按住并下拉屏幕可以刷新传感器的状态列表。 

只有管理员才可以设置行为识别传感器，其他用户只能查看。 

 

 

4.1 添加新的传感器 
本节介绍了在使用传感器之前将传感器添加到帐户的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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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添加一个传感器 

赛普传感器必须在一个房间内添加后才能使用。 要添加设备，用户必须在传感器的 10 米范围内，

并打开手机的蓝牙，以使赛普 App 通过蓝牙连接到传感器。 

请注意，有时传感器可能连接到手机而不是赛普 App。 在这种情况下，该应用程序将无法连接到

传感器，并且用户可能会收到蓝牙超出范围的错误消息。 要检查是否出现这种情况，用户可以转

到手机的“设置”>“蓝牙”页面。 如果在此页面中连接了传感器，则用户可以关闭蓝牙以停止

连接，再次打开蓝牙，然后尝试再次从赛普应用程序连接到传感器。 有时，当传感器与附近的另

一部手机配对时，也会导致蓝牙超出范围错误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部手机需要从其设置>

蓝牙页面上与传感器断开连接。 

要添加设备时，请点击左下角的“房间”图标，然后在“房间”页面中选择一个房间。 在单个房

间页面中，点击“ +添加设备”，将显示“附近的设备”页面，该页面中会列出应用程序搜索到

的附近的设备，如下所示。 用户根据设备的序列号选择要添加的传感器。 在“附件设备”页面所

选中传感器的 LED 将闪烁绿色 20 秒钟。 在下一页中，为选定的传感器命名，以方便将来的管理。 

用户只能添加尚未被任何用户添加的传感器。 一个传感器只能添加到一个房间。 如果一个传感器

已经被添加，则其状态将显示为“已添加”，除非将其从原始帐户中删除，否则无法将其添加到

其他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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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设置 WiFi 

 

将传感器添加到房间后，应用程序将为传感器设置 WiFi。 传感器将首先扫描并列出可用的 WIFI

网络。 扫描期间将传感器会发出声音。 

 

请注意，出于安全原因，要设置 WiFi，用户必须在传感器的 10 米范围内，并打开手机的蓝牙。  

 

同样出于安全原因，赛普应用程序仅支持并只在网络列表中列出支持 WPA2-PSK 协议的安全网络。 

这些网络需要密码才能访问。 不支持诸如 Open，WEP 和 WPA 之类的较低安全保证的协议。也不

支持 WPA2 Enterprise 协议，该协议需要单独的用户名和密码。 

 

赛普支持的路由器的“安全模式”应为以下之一（不同的供应商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自

动”，“混合”，“ WPA-PSK / WPA2-PSK”，“ WPA / WPA2 Personal”。 路由器的身份验证模

式应为自动，混合或 WPA2-PSK，加密方法应为自动，AES 或 CCMP。 不建议使用 TKIP 加密，因为

它速度较慢。 通过在应用程序的“连接到 WiFi”页面上点击信息图标，也可以列出以上信息，如

下图所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赛普拉斯应支持大多数新路由器的默认配置。 

 

在赛普应用程序列出的 WiFi 网络中，选择所需的 WiFi 网络并输入其密码，传感器上的 LED 将首

先变为红色，然后变为黄色和蓝色，并最终显示稳定的绿灯。 之后，该传感器将被成功添加到帐

户中，并将出现在所选房间的传感器列表中。  

 

如果所需的 WiFi 网络未显示在列表中，则可以重新扫描网络几次，尤其是在 WiFi 信号不强时。 

另请确保您的 WiFi 网络符合上述要求。  

 

将传感器添加到帐户后，可以重新配置 WiFi，如章节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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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固件升级 

 

首次将传感器添加到系统后，应用程序将检查传感器的固件版本。 如果固件不是最新的固件，则

该应用程序将要求用户在执行任何其他操作之前先升级传感器的固件，如图所示。 首次使用后，

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的设备页面中检查新的固件版本，如第 4 章的“更新固件”部分所示。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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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标定 

首次向系统添加传感器以及固件升级后，应用程序会要求用户标定传感器以检测房间的地板区域，

然后才能用于跌倒检测， 如上图所示。 

 

注意：当前算法仅在检测到在地面上跌倒时才会发送警报。 倒在沙发或床上不被认为是危险的，

因此不会触发警报。 

 

之后，每次更改传感器的位置或角度时，都应再次手动进行校准。  

 

在进行标定时，请点击“标定”命令以进入“标定”页面，如下所示。 如果尚未标定传感器，则

传感器将自动捕获背景图像并开始检测其中的地板。 如果传感器之前已标定过，则应用程序将首

先显示以前的背景图像和楼层图。 要更新当前传感器位置的标定，请点击“重新标定”，传感器

将获取新的背景图像并对其执行标定算法，这个过程需要几秒钟。 如果用户对地板标定结果感到

满意，请点击“保存”按钮以保存结果并退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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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标定: 有时，自动标定算法可能会将床或沙发错误认为地板，或者错过某些地板区域，这可能

会导致跌倒检测警报误报或错过一些真的跌倒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进行手动标定。 做

手工标定时，用户可以先轻按“清除”命令以清除自动校准结果，然后用手指重画并填满屏幕上

正确的地板面积，如下图所示。 之后，点击“保存”按钮以保存结果。  

 

Notes: 

1. 为保护隐私，请确保在标定期间没有人在传感器的视线范围内。 

2. 用户必须在传感器的蓝牙范围内（〜10m）才能进行自动标定，因为需要更新背景。 请确

保手机的蓝牙功能已打开，并且没有其他手机与传感器配对。 

3. 手动标定可以在远程操作，因为背景没有更新。 

4. 目前传感器的跌倒检测算法主要是针对完全跌倒（上身着地）训练的。如果有人跌倒后坐

在地上，传感器不一定能发出跌倒报警。这时候为了触发报警，用户可以完全躺在地上触

发跌倒报警，或者面向传感器挥手，触发挥手检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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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其他重要设置 

以上就完成了向帐户添加传感器的必要步骤，并且可以开始使用传感器的基本功能，例如火柴人

视频，跌倒检测和挥手检测。 但是，要使用其他与人脸识别相关的功能，例如感兴趣区域和日常

活动的统计信息，则需要将人员信息添加到系统中，如第 5 章所示。 

还有一些重要的设置会影响传感器的行为，例如以下这些设置。 有关以下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相应的章节。 

 反转显示图像 (第四章) 

 延迟跌倒报警 (第四章) 

 推送通知状态 (第八章) 

 防止重复报警 (第八章) 

 

4.2 传感器实时查看及设置 
 

在单个房间页面的传感器列表中点击需要查看或设置的传感器，进入这个传感器的设置页面。这

个页面中可以实时查看传感器的视频流（人物以火柴人呈现），并完成下述设置：修改传感器名

字；重置 Wi-Fi 网络；进行地板标定；设置感兴趣区域；重启传感器；升级传感器固件；将传感

器移动到其它房间。在高级设置中，可以设置开关夜视、图像翻转等功能。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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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传感器改名 

 

点击传感器设置页面右上角的笔型图标，可以在弹出的“改名”窗口中修改传感器的名字。 

 

4.2.2 更新显示 

点击显示窗口下面的“更新”命令可以刷新传感器的背景、地板和火柴人。 

 

4.2.3 双向语音 

用户可以通过设备页面或警报页面（稍后说明）中的“开始呼叫”按钮来呼叫这台传感器。开始

通话后，用户可以通过移动 APP 和传感器开始双向语音通信。 在双向通话期间，传感器的 LED 指

示灯将闪烁青色，表示正在进行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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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设置 WIFI 

无论传感器是离线或在线状态，用户都可以重新设置 WIFI，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传感器页面中的

“设置 WiFi”命令来设置 WiFi。 首次将传感器添加到帐户后，该应用程序将自动将用户带到 WiFi

设置页面。 用法已经在 4.1.2 中给出。       

4.2.5 传感器标定地板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传感器页面中的“标定”命令来标定传感器。 首次将传感器添加到帐户并成功

设置 WiFi 后，该应用程序将自动将用户带到“标定”页面。 用法已经在 4.1.4 中给出。 

 

4.2.6 感兴趣区域 

感兴趣区域可以在设备设置页面中定义。目前感兴趣区域支持三种类型： 

 入口 

 出口 

 限制区域 

 

用户需要设置感兴趣区域的类型和适用的人群（人群在第 5 章中介绍）。 

 

要定义感兴趣区域，请点击“感兴趣区域”命令以进入“感兴趣区域”页面，用户可以在其中设

置感兴趣区域类型和适用人群，并用手指在屏幕上绘制并填充限制区域，然后将其保存，如下图

所示。 感兴趣区域需要足够大，能够覆盖一个人的全部的身体。用户也可以点击清除命令清除限

制区域，以便重新定义。 

 

 



 

 

                      

26 

 

             
 

 

入口和出口： 

如果区域类型为入口，任何指定人群中的人员在入口区域中被传感器识别出后，系统会在访客系

统中产生一个进入记录；如果区域类型为出口，当指定人群中的人员在出口区域被传感器识别出

后，系统会在访客系统中产生一个离开记录。当一个进入或离开记录产生后，60 秒内不会对同一

个人重复产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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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区域的入口和出口可以用来实现非接触式访客管理或员工考勤管理系统。 

感兴趣区域的入口和出口记录可以在仪表板页面查看和管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 章。 

用户也可以通过以下浏览器界面查看和管理感兴趣区域的入口和出口记录。浏览器界面使用与应

用程序相同的用户帐户登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0 章。 

 https://app.altumview.com.cn 

 

（必须输入 https://。建议使用谷歌或微软浏览器）。 

 

限制区域： 

 

如果感兴趣区域类型为限制区域，任何在指定人群中的人员在限制区域中被识别出时，传感器会

向系统发送报警。如果人员离开限制区域、但仍在该传感器的视线内时才被识别，系统仍然可以

发出报警。当一个限制区域警报发出后，将在 60 秒内不再重复警报。 

 

限制区域的一个应用是防止失智人员离开安全区域。比如可以定义一个“失智患者”人群，把所

有失智患者分配给这一人群，然后在感兴趣区域页面为“失智患者”人群定义一个限制区域。这

样当失智患者进入这个限制区域时，传感器就会发出报警。 

https://app.altumvie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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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重启传感器 

在传感器设置页面中点击“重新启动”将重新启动行为识别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与 WiFi 网络或服

务器的连接失败，但处在用户手机的蓝牙范围内，则“重新启动”命令仍然有效。 

4.2.8 固件升级 

当传感器的固件与最新发布的固件版本不同时，在设置页面的下方会出现蓝色的“更新至....”，点

击这个蓝色的图标即可升级固件。传感器在升级过程中可能可能会多次重启。升级固件时一定要

确保传感器供电不中断。如果在升级固件时发生断电，传感器升级失败可能会导致传感器无法启

动，需要回厂修理。 

4.2.9 改变传感器的房间 

如果传感器需要被放置到其他房间，用户可在手机应用中将这个传感器移到相应的房间。点击设

置页面下方的”移到其它房间“进入”移到其它房间“页面。在房间列表中选择新的房间，然后点击

下方的”保存“，即可将传感器移到新的房间，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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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移除设备 

 

出于安全原因，每个传感器只能添加到一个帐户。如果需要将传感器添加到另一个帐户，则必须

先将其从先前的帐户中删除。这可以通过点击传感器页面中的“移除传感器”命令来完成。我们

强烈建议您在传感器连接到 WiFi 和 Internet 时进行删除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点击“删除设备”

命令后，传感器需要重新启动才能完成删除步骤。请等待大约两分钟，在传感器重新启动完成后

再断电。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离线状态下删除传感器（例如当传感器无法连接到 WiFi 和 Internet，也

无法与 APP 通信时），将发生以下情况： 

 

1.如果离线移除后，传感器重新上电时可以访问到移除之前所连接的 WiFi 网络，则传感器将自动

通过 WiFi 网络连接到服务器，并且服务器将指示传感器重新启动以完成从先前帐户移除的过程。

重新启动后，即可将传感器添加到新帐户中（LED 会变成闪烁的白灯）。 

 

2.  如果传感器被添加到的新帐户使用和先前帐户不一样的 WiFi 网络，则手机 APP 扫描附近的传

感器时该传感器的状态将显示为“已添加”。此时必须先手动进行出厂重置，然后才能添加到新

帐户，请参阅 4.2.16 恢复出厂设置。 

4.2.11 延时跌倒报警 

高级设置里还可控制“延时跌倒报警”功能。延时跌倒报警打开时，传感器在检测到跌倒的 30

秒内相机会持续闪烁红灯，30 秒后才发送报警，并显示紫灯。其间如果人又站起来，则不会报警，

红灯会灭掉。 

当延时跌倒设置关闭时(缺省设置)，传感器会在检测到跌倒后立刻报警。这在演示或测试跌倒报

警功能时很有用，但不建议在正常使用时关闭延时报警。 

改变延时跌倒报警设置后，设备会重启。 

4.2.12 LED 绿灯 

此开关控制传感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是否会显示稳定的绿灯，不影响传感器使用 LED指示其他特

殊状态。 

4.2.13 发送报警时传感器声音提示 

当“发送报警时传感器声音提示”标记为“开”时，传感器将在发送报警时发出声音，否则将在

发送报警时不会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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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挥手检测 

“挥手检测”是一个可以打开或关闭挥手检测功能的拨动开关。 该功能开启后，用户可以向传感

器挥手以寻求帮助。 传感器只有检测到人脸才会发出报警。 

 

要触发挥手警报，用户需要面对传感器并不断挥动他的手一段时间（默认灵敏度约为 8 秒）。在

挥手时，小臂应高于上臂。在 检测到挥手之后，传感器的 LED 将首先闪烁红色几秒钟（默认灵敏

度为 5 秒）。 如果在此期间大部分时间中手在挥动，则 LED 指示灯将变为紫色，并且发出报警，

表示有人正在寻求帮助。 

 

在发出一个挥手报警后，传感器将在接下来的 15 秒内不再发送相同的报警。 

4.2.15 挥手求救敏感度 

 

挥手敏感度控制着如何触发挥手报警。 默认值为“低”。 将灵敏度更改为“中”或“高”将提高

灵敏度，用户只需要挥动约 5 秒钟即可发出报警。 另外，当灵敏度为高时，小臂不必高于上臂。 

请注意，提高灵敏度还会增加错误报警的机会，可以通过第 6 章中的“管理错误警报”页面进行

管理。 

 

4.2.16 高级设置 

点击传感器设置页面下方的“显示高级设置”命令，系统将显示传感器的序列号，上次联网时间，

IP 地址，MAC 地址，以及其他一些高级选项。“显示高级设置”将变成“隐藏高级设置”。点击

将隐藏这些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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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7 反转显示图像 

在传感器倒置安装时，比如倒挂安装在天花板上时，需要选择“反转显示图像”选项以便翻转图

像。改变这一选项后系统会自动重启传感器，使选项生效。下图是选择“反转显示图像”前后的

结。 

 

4.2.18 恢复出厂设置 

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传感器无法正常运行，则可能需要恢复出厂设置，这可以在 App 中或通过

传感器背面的重置孔进行。 恢复出厂设置后，传感器将恢复为初始版本，所有用户数据将从传感

器中删除，传感器也要从当前帐户中删除。 在恢复出厂设置期间，传感器可能需要重启几次。 

在传感器完全复位完成之前，请不要拔掉电源，直到 LED稳定闪烁白灯。 然后可以将其添加到帐

户，然后升级到最新固件。 

如果传感器可以通过蓝牙连接到应用程序，则用户可以通过在应用程序页面的高级设置中选择

“工厂复位”命令来通过应用程序执行工厂复位。 传感器将重新启动两次，并且指示灯将变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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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闪烁紫色，再次变为白色，最后变为稳定白色闪烁，表明已准备好将其添加到帐户。 重置过

程通常需要 2分钟左右。 

如果无法将 App连接到传感器，则需要进行物理出厂复位。 传感器背面的 SD卡插槽旁边有一个

复位孔，如下所示。 将销钉插入孔中（从左下方到右上方，或 45度），轻轻按下传感器内部的

复位按钮，并保持约 8秒钟，直到 LED指示灯变为紫色。 之后，传感器将重新启动，并最终显示

闪烁的白色 LED，表明已准备好将其添加到帐户中。用户需要从 App 中删除这台传感器，才可以

从新添加。 

 

 

 

 

 

4.2.19 设置夜视 

在高级设置中，用户可通过页面里的拨动开关选择是否打开，关闭夜视，或将夜视功能设为自动。 

 

4.2.20 HDMI 输出 

某些定制的传感器侧面配有 HDMI输出接口，可以在大屏幕电视上显示背景图和火柴人视频流。这

在演示时会非常有用。 

对于这些具有 HDMI 输出的传感器，“高级设置”包括一个“ HDMI 输出”开关，可用于打开或关

闭行为识别传感器的 HDMI 输出端口。 默认值为“关”。 更改“ HDMI输出”将重启设备以使更

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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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输出所需的显示设备为 1080P 分辨率、60帧/秒。 

 

 

 

4.2.21 人员触发录像 

 

赛普传感器上有一个 SD 卡插槽，它支持 SD 卡的格式为：SDHC，FAT32 文件系统，最大 32GB，

Class 10，UHS 级别 U1 / U3。 

 

在“高级设置”中，有一个拨动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人员触发录像。 拨动开关为打开时，只要传

感器检测到有人，原始视频片段就会保存到传感器的 SD 卡中。 如果切换为关闭（缺省设置），

则仅当检测到警报或疑似警报事件时，视频片断才会保存在 SD 卡中。 如果 SD 卡插槽中未插入

SD 卡，则不会录制视频。 

 

出于保护隐私和安全原因，SD 卡中的视频不会传输到传感器之外，只能通过将 SD 卡从传感器中

取出并将文件复制到计算机才能看到。 

 

SD 卡中保存的视频可以用来分析意外事件，以避免意外再次发生，或者也可作为法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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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卡中的视频采用 H.264 标准编码，可以由许多视频播放器（例如 VLC 播放器

（https://www.videolan.org））播放。 视频的时间戳为 UTC 时间，UTC 时间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的后继时间。 

 

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时，原始视频也会保存在 SD 卡内。为保护用户隐私，跌倒风险评估视频是以

加密方式保存的。 

 

 

4.2.22 LED 灯颜色的含义 

当“ LED 灯”开关打开时，设备的 LED 灯将使用不同的颜色来指示设备的状态，如下所述。  

传感器的 LED 灯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 

● 白色：  正在启动 

● 白色闪烁： 等待接入网络 

● 绿色闪烁： 设备蓝牙正在连接到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正在进行语音通话 

● 稳定绿色： 传感器正常工作 

● 稳定红色： 正在连接 Wi-Fi 

● 蓝色：  正在与手机蓝牙通讯或正在从服务器下载文件 

● 黄色闪烁： 正在连接服务器 

● 稳定黄色： 无法连接服务器 

● 紫色：  发送报警，或正在恢复出厂设置 

● 青色闪烁： 双向语音被 APP 打开 

● 红色闪烁： 1）当“延迟跌倒警报”打开，检测到跌倒，传感器会在红色闪烁 30 秒后

发送跌倒警报。 2）检测到挥手，传感器会在闪烁几秒后发送挥手报警。 3）跌倒风险评

估期间，LED 也会闪烁红色。4）在连接 WiFi 时，WiFi 密码出错。 

  

https://www.video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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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员管理 
 

点击页面最下面的”人员”，进入”人员”页面。这个页面可以管理人群，添加人员，修改人员信息，

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如果在帐户中启用了此功能）。 

 

5.1 管理人群 
 

为了方便人员管理，系统允许用户定义不同的人群。 每个人员必须属于某一个人群。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管理人群”来查看现有人群。 默认情况下，系统预定义了三个人群：老人，

工作人员和访客。 

在“管理人群”页面中，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添加人群”添加新的人群。 在“新人群”页面中，

用户可以指定新人群的名称和人群的类型。 目前仅支持三种类型，即老人，工作人员和访客。 上

面的三个预定义的人群分别属于这三种人群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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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管理员可以对“人群”进行管理。 

                

5.2 添加人员 
 

只有管理员可以添加人员。点击页面上方的”+添加人员” 会出现下图右边的页面，从这个页面添

加新的人员的脸部照片。可以从手机的照片库导入照片或用相机实时拍照。 

获取人脸照片后，将出现“添加人员”页面，用户可以在其中输入人员名称以及所属的人群，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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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页的个人信息页面，用户可以给新加人员添加不同角度的人脸照片，以便提高人脸识别性

能。建议每人提供 4 张照片：正面照，左右 45 度侧面照，和 30 度俯视照，并尽量保证照片清晰，

而且没有其他人在照片中。点击“+” 号添加照片。点击某张照片可以删除照片。每个人员必须至

少有一张照片。只有管理员可以删除照片。 

这一页中，用户可以修改该人员所属的人群，输入个人基本信息，例如性别，出生日期，地址，

电话等。如果人员属于“老人”，用户也可以输入老人的基本医疗信息和紧急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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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员信息 
 

从“人员” 的列表中点击需要编辑的人员，进入如下图左边的人员信息页面。 

         

在人员页面的顶部，用户可以删除人员或修改名字。所有用户都可以为人员改名，但只有管理员

用户才可以删除人员。 

点击照片下方的“个人信息”命令，App 将进入前述的人员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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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警”命令，则可列出该人所有的报警记录，如下图所示。点击每个报警记录可以查看该

报警的详情，如下一章所述。 

在人员信息页面的“报警”命令下方，用户可以在日历中选择一天，查看这天中该人员的统计信

息，包括在诸如躺下，弯身，坐着和站立之类的不同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如果用户的帐户开通

了“跌倒风险评估”功能，则在人员页面中，用户可以点击“跌倒风险评估”对该人员进行跌倒

风险评估，这将在第 7 章中介绍。如果该人员以前进行过跌倒风险评估，则上一次的评估结果也

在人员信息页面显示。 

该页面还显示该人员最常出现的房间以及这个人员当天在该房间被识别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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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警 

6.1 报警 
当设备检测到异常事件，例如跌倒，挥手和有走失风险的人进入限制区，时，它将自动通过云端

将报警发送到移动 APP。 如果该应用程序关闭但打开了推送通知，则在收到警报时手机将播放声

音。 如果该应用程序已打开，将显示一个弹出窗口。 

点击页面底部的“报警”按钮将显示所有报警的列表。 每个报警页面将显示相应事件的时间，房

间和相应的火柴人动图。 有时用户需要按下并下拉屏幕以刷新列表来显示最新警报。 

收到报警后，用户可以使用报警页面中的“开始通话”命令与现场通话，或单击右上角的传感器

图标直接转到传感器的视频流传输页面，以仔细检查现场的实时状况。 

要处理报警，请点击“处理”按钮。 在“标记为已处理”的弹出页面上，用户可以输入有关事件

的一些描述，或选择“忽略类似报警”（请查看章节 6.2）， 并提交。 此后，报警记录列表中事

件的状态将变为“已解决”，同时红点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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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报警列表右上角的设置按钮，用户还可以搜索不同的事件类型，并按时间顺序或倒序显示，

或按是否已处理显示，如下面第一个图所示。第二个图是仅搜索跌倒事件的结果。点击“取消过

滤”可恢复缺省显示模式。 

 

            

 

注：目前的算法检测跌倒时只对跌倒到地面的事件进行报警。倒在沙发和床上不会报警。 

6.2 误报管理 
有时，传感器发出的报警可能是误报。 如果某个特定的误警报经常发生在同一位置，则用户可以

在“标记为已处理”页面中将其标记为“忽略类似报警”。 之后，服务器将不会发送在相同位置

发生的相同类型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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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为误报的报警将被移至“误报管理”页面。 在“报警”页面中点击“误报管理”，将列出所

有误报。 

当传感器的位置或角度发生变化后，所有这台传感器的误报记录都需要手工删除。 删除误报记录

时，请点击误报报警，然后在报警页面中取消选中的“误报”标志。 报警将移回“报警”页面中

的报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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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跌倒风险评估 

7.1 介绍 
赛普传感器还可以进行跌倒风险评估（仅适用于某些用户）。 这些用户可以在长期护理机构，社

区中心或家中定期评估其跌倒风险。不必去医院就可以进行测试，并且可以尽早发现老年人是否

有较高的跌倒风险，从而可以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减少跌倒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 

赛普传感器使用的是被广泛应用的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量表，该方法会给以下六个因素评分，总

分用于确定跌倒风险。 

 最近三个月的跌倒历史 

 二级诊断 

 移动辅助 

 静脉滴注 

 精神状况 

 步态质量 

该方法的平均灵敏度和特异性超过 80％，间信度为 0.96，这意味着不同检查者的重复测试高度一

致。 因此，该方法已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 

7.2 SD 卡 
赛普传感器需要 SD 卡来执行跌倒风险评估。 如果尚未在传感器中插入 SD 卡，请将 SD 卡插入传

感器背面的 SD 卡插槽中，然后重新启动传感器。 卡中的原始视频不会从传感器上传。 

7.3 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表 
在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时，请点击屏幕底部的“人员”图标，然后在人员列表中选择人员。 在此人

员的个人页面中，点击“跌倒风险评估”按钮进入“跌倒风险评估”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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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倒风险评估”页面上，用户首先需要回答有关被测者的健康状况的 5 个问题。 问题以及得

分规则如下所列。 在应用程序中点击每个问题旁边的信息图标，也可以找到这些信息。 

1: 最近三个月的跌倒历史: 

 25: 如果被测者在过去 3 个月内有近期跌倒史。 

 0: 其它 

2: 二级诊断： 

 15:  如果被测者的病历中列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的医疗诊断，包括

诸如疾病/用药时间等因素引起的诸如头晕，尿频，走路不稳等副作用。 

 0: 其他 

3: 移动辅助： 

 0:   如果被测者是在没有助行器（或在护士的协助下）的情况下走路，使用轮椅或长期

卧床（根本不会起床走路）。 

 15: 如果被测者使用各种拐杖或助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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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如果被测者在行走时要紧紧抓住墙壁或家具作为支持（例如，行走时需要帮助，但

不要求帮助或不遵守卧床医嘱）。 

4: 静脉注射: 

 20: 如果病人正在使用静脉注射或身上带有其他医疗设备。 

 0: 其他 

5: 精神状态 

在测试精神状态时，请询问患者“您是否可以独自去洗手间还是需要帮助？”。 分数将是 

 0: 如果患者的答复与医院/机构的记录一致。 

 15: 如果患者的反应与记录不一致，或者患者的反应与事实不符。 

 

7.4 步态分析 
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表的最后一步是评估人的步态或步行质量。 赛普传感器通过流行的 Timed Up

＆Go（TUG）测试来评估，该测试最初是为老年人设计的，但后来发现对于患有帕金森氏病，阿

尔茨海默氏病，髋部骨折，常规骨科手术和其他情况的人来说也是准确的 。 该方法的平均灵敏度

和特异性也超过 80％，而间位可靠性为 0.98。 

步态分析需要使用 micro SD 卡。 如果传感器中未插入 SD 卡，请插入一张并重新启动传感器。 

7.4.1 房间设置 

为进行步态分析，用户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房间和该房间中的赛普传感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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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里放一把扶手椅。 

在椅子前的地板上 3m 处放置一个标记（例如彩色胶带）。 

将赛普传感器放置在距离椅子和标记物之间的直线中心大约 2-3m 的位置，高度大约为 2-3m，并

具有合适的角度，以便在测试过程中捕获整个区域和整个人。 

被测者可以穿平日所穿的鞋，必要时可以使用助行器。 如果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其他人陪伴被测者，

请确保在测试过程中其他人没有站在传感器和被测人之间。 

7.4.2 步态测试 

测试从被测人员坐在椅子上的坐姿开始，他/她的后背向后靠在椅子上，并将他/她的手臂放在椅

子的扶手上。  

首先，请被测人员面向赛普传感器，以便传感器可以识别被测人员并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出其姓名。  

点击应用程序上的“开始录制”按钮，被测人员将开始执行以下操作，同时传感器将在测试过程

中将视频录制到 SD 卡中。  

1: 从椅子上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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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舒适安全的速度走到地板上的标记处。 

3: 转身。 

4: 走回椅子处。 

5: 重新坐下。 

当被测人员坐回到椅子上后，点击应用程序中的“完成录制”按钮。 

允许进行一次步行练习。 应用程序中提供了三张说明页面，如下所示。 

      

                

 

在下一页中，点击“开始分析”按钮以执行步态分析，或点击“重新开始记录”以重做测试。  

点击“开始分析”后，传感器将分析步态。 如下所示，测试过程的简笔画动画将在屏幕上播放。 

这大约需要一分钟。 步态分析完成后，将在应用程序中显示步态得分和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的总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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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测人员的步态分析，传感器将给出被测人员的步态得分，如下所示： 

 0:   正常步态（或被测人员总是卧床休息或坐在轮椅上） 

 10: 步态较弱 

 20: 步态障碍 

7.5 最终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 
 

最终的莫尔斯跌倒风险评估将根据上述六个部分的总得分情况分为三类： 

 低风险:  0-24 

o 只需要提供良好的基本护理 

 中度风险:         25-44 

o 需要实施标准的防摔措施 

 高风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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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需要实施高风险预防跌倒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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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仪表板 
 

在屏幕下方的菜单点击“仪表板”，即可查看本账户的一些统计信息，如下图所示，包括访客记录，

每日事件统计，最常光顾的房间，以及跌倒最常发生的房间 

点击“今日事件”部分，可显示今日的所有事件列表。也可通过日历查看别的日期或最近 30 天的

全部事件记录。 

点击“最常光顾房间”部分，可显示今日最常光顾房间，及时间分布。也可通过日历查看别的日

期或最近 30 天的最常光顾房间。 

仪表板页面的最下方显示了跌倒最常发生的房间，以及跌倒发生地点的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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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访客记录 
点击仪表板上方的“查看来访”命令，可以查看通过第 4 章的感兴趣区域定义的入口和出口的记

录。 

在访客记录页面，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可以选择只显示某些人群的出入记录。点击“取消过

滤”可恢复显示所有记录。 

在访客记录页面，用户也可以手动输入某个人员的离开时间。只需要点击只有到达时间，而没有

离开时间的记录，并在下一个页面选择“登出”，然后在下一个弹出窗口输入离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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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帐户设置 
 

点击右下角的“设置”以进入帐户设置页面。 

 

             
 

9.1 个人资料 
 

用户可以在“个人资料”栏目中更改用户的名称，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 

 

9.2 推送通知状态 
 

赛普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跌倒之类的异常事件，并立即向用户的移动设备发送报警。 但是，要充分

利用此功能，用户需要允许 Cypress App 通过该设备“系统设置”中的通知，标语和声音接收此类

通知。 用户可以通过赛普应用设置页面中的“推送通知状态”命令来打开和关闭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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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避免重复警报 
 

“避免重复警报”设置用于防止来自某一房间的频繁报警。 可以通过点击“避免重复警报”右侧

的铅笔图标来更改该值。 当设置为“无”时，从房间中的传感器生成的所有警报都将发送到云和

应用程序。 如果设置是一个时间（例如 2 小时），则每个房间每 2 小时最多发出一个报警，以减

少同一事件重复报警。 “避免重复警报”的默认值为“无”。  

只有管理员可以改变“避免重复警报”的设置。 

9.4 报警历史 
 

移动应用程序可以存储 14 天的历史报警数据，而服务器可以存储所有报警历史记录。  

9.5 邀请二级用户 
创建主户头或管理员帐户后，您可以邀请他人成为您的户头的二级用户。二级用户可以查看主户

头下的传感器和其他一些信息，但二级用户不能更改管理员帐户的设置。邀请二级用户的步骤如

下： 

● 在“设置” 页面点击“邀请用户”。 

● 填入被邀请用户的电邮地址，点击“提交” 发送邀请。 

● 被邀请的用户邮箱会收到一封邮件，内有注册码。 

● 被邀请用户可以在赛普 App 的登录页面注册一个新户头，并输入这个注册码。该户头将成为

发出邀请的主户头的二级账户。 

只有管理员才能邀请用户。 

每个账户下的二级用户都在设置页面里的“邀请用户”命令下面列出，如下图所示。点击某个二

级用户，在下一个页面，用户可以删除这个二级用户，或者将主用户权限移交给这个二级用户。 

二级用户删除后，二级用户所用的邮箱可以被用来重新注册主户头或二级用户，方法和前述的注

册新户头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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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应用版本 
在帐户设置页面的“应用版本”部分，用户可看到当前 App 的版本号。 

用户并可以点击“检查新版本”查看及下载更新的版本。 

9.7 服务条款 
用户可以通过在设置页面中点击“服务条款”来查看本产品的服务条款。  

9.8 登出帐户 
用户可以通过在设置页面中点击“登出”来退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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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删除帐户 
通过点击设置页面中的“删除帐户”，用户可以删除用户帐户，重置所有设备，删除所有人员和

照片以及清除所有警报历史记录。 

9.10 提供反馈 
点击设置页面中的“提供反馈”，用户可以给我们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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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浏览器界面 
除了移动端 App，系统也提供了一个浏览器界面。目前，浏览器界面主要用于管理感兴趣区域的

出入记录。 未来浏览器界面将会添加更多功能，包括显示更多统计信息和报告。 

请使用以下页面访问赛普系统浏览器界面，并用移动端 APP 的相同帐号和密码登陆。必须输入

https://。建议使用谷歌和微软浏览器。 

https://app.altumview.com.cn  

 

 

登陆后，进入以下页面。 

https://app.altumvie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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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点击页面右上的地球标志设置语言。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左上方的“菜单”图标来选择不同的功能。目前，菜单中包括三个选项： 

 报警：显示帐户内的报警记录 

 访客：显示帐户中传感器定义的感兴趣区域的进出记录 

 人员：管理帐户中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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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人员 
点击菜单中的“人员”。系统会显示用户帐户中的所有“人员”列表。此列表与移动端 APP 中人

员列表相同。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新增人员”在此处添加新人。 在弹出窗口“登记一位新人”中，输入人员的

姓名，人群，上传一张人脸照片，然后单击“提交”。这个新增加的人员也会出现在 APP 的人员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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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在人员列表中点击某个人员右侧的垃圾筒标志删除这个人员。被删除的人员资料会同

时在 APP 中被删除。 

10.2 “来访”记录 
 

在菜单中，单击“访问”选项将显示所有进出记录。“来访”记录包括来访者的名字，照片，来

访时间和离开时间。 

入口/出口记录可以由通过”感兴趣区域“页面定义了入口/出口的传感器产生。 如果传感器可以识

别出该人，则赛普传感器可以自动创建进入或离开的记录。 离开的记录只有在某个人员已有进入

记录后才可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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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手工产生进入和离开记录。手工生成来访记录时，在“来访”页面点击“新的来访”，

如果人员已经在“人员”列表中，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已在的来访者”后，在弹出窗口选择人员，

就会产生一个该人员到访的记录。用户只要在该人员的记录里点击“现在登记退室”即可完成离

开的记录。 

          

 

如果该人员不在“人员”列表中，在弹出列表中选择“新来访者”建立一个新的到访者的记录

（请查看章节 10.1），新的到访者记录完成后，一个新的到访记录会自动产生。  

用户也可以点击某条记录右侧的垃圾桶图标删除一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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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报警”记录 
在菜单列表里点击“报警”，或点击页面右上角的警钟标志可以进入报警记录页面。这个页面会

列出用户帐号内所有的报警记录，记录与移动端 APP 中所列的报警记录相同。用户也可以用页面

上部的“筛选器”筛选不同种类的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