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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人体睡眠监护雷达是基于毫米波多普勒调频连续波雷达体制实现人体生物运动

静态感知及人体生物感知，通过人员运动的多普勒参数及人员的生理参数同步感知

技术，实现特定场所内人员状态的无线感知，通过无线信号通知网关实现场景联动

;适用于家居、酒店、办公等场所。(不受温度、湿度、噪声气流、尘埃、光照等因

素影响)

2. 性能参数

3.雷达使用说明

3.1.外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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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ST-SMB1W

通讯方式 WiFi（2.4G）

产品尺寸 29.5×73×86mm

电源输入 5V==1A

雷达频率 24.05～24.25GHz

测量原理 多普勒

天线发射功率 6dBm

水平探测角度 90°

垂直探测角度 60°

静坐探测距离 Max 4m

睡眠探测距离 Max 2m

运动探测距离 Max 12m

工作温度 -10℃-50℃

工作湿度 20%-85%（非凝结）

安装方式 吸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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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设备配网

3.3.1 APP下载及注册

通过应用商店搜索“涂鸦智能APP”，下载并安装程序，使用手机号注册并登录APP。

3.3.2 配网步骤

（1）保持手机连接2.4GWiFi（不支持5GWiFi），并且打开手机蓝牙；

（2）设备如果一直在闪烁红灯说明处于配网状态，如果未闪烁请长按复位键5s直到红

灯熄灭后松开，红色指示灯闪烁，设备进入配网状态；

APP配网操作方式一（蓝牙）：

（1）在扫描到的蓝牙设备中点击“去添加”；

（2）选择要连接的WiFi（2.4G）并输入WiFi密码，点击“连接WiFi”，等待设备WiFi 

连接；

（3）WiFi连接成功，页面跳转至“设备名称”页面，输入雷达名称，点击“开始使用

”，雷达添加成功

方式二：

（1）点击右上角“+”，添加设备，选择自动发现；

（2）发现设备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要连接的WiFi（2.4G）并输入WiFi密码，点击“连接WiFi”，等待设备WiFi连接；

（4）等待APP进行wifi配网直至配网成功即可成功配上涂鸦wifi雷达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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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设备安装

3.3.1安装说明

（1）雷达扫描会穿透玻璃，薄木板，石膏板隔墙等密度小的物体，不能穿透人体、液体

、金属物体等导电介质，安装前请先根据房间布局确认安装位置；

（2）安装方式为置顶安装，建议安装高度在3m以内，安装场景建议在厨房、卫生间等易

滑区域；

（3）通过USB接口接线通电；

（4）使用上墙安装支架对墙体进行钻孔，推入胶囊；

（5）推入膨胀螺丝，固定安装支架；

（6）将雷达底座对准安装支架卡扣，旋转方向固定雷达；

（7）设备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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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安装注意事项

（1）产品安装禁止带电操作，请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

（2）通过USB接口接线通电；

（3）切勿超出负载使用；

（4）雷达通电时需60s预热后才开始工作；

（5）本产品只适用于安装在室内环境，禁止安装在可被雨水覆盖或潮湿区域；

（6）雷达探测面禁止有物品遮挡，雷达检测范围内不能有运动金属物体及大型盆栽；

（7）安装时需保证雷达安装位置稳定无晃动；

（8）安装位置需离空调口、新风口至少1m的距离；

（9）雷达与雷达之间的安装间隔至少1m，避免同频干扰。

4、雷达功能配置

4.1、感应范围

毫米波雷达可通过大动作或人体静坐时的微动作感知人体存在，雷达在探测到人体存在时

，会触发有人指令上报，指示灯常亮；在感应不到人体存在时则会触发无人指令，指示灯

熄灭。

在探测范围内监测人员入离床状态、睡眠状态、输出睡眠报告。

人体睡眠探测范围示意图如下：

置顶雷达探测人体睡眠范围为2米*2米，睡眠雷达安装探测范围需要覆盖床的面积，建议

置顶安装在床的正上方，雷达安装高度限制在2.75m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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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感知判断

4.2.1 入离床状态主动上报：

睡眠功能开关：当关闭跌倒功能开关时，会停止疑似跌倒报警/驻留报警的数据上报，当

关闭睡眠功能开关时，会停止入离床状态/睡眠状态/睡眠状态时长/睡眠质量评分的数据

的上报；

入床状态上报：当测试员进入到睡眠雷达的探测区域中，雷达判断为有人状态时则显示入

床；

离床状态上报：当测试员离开睡眠雷达的探测区域时，雷达判断为无人状态时显示离床。

4.2.2 睡眠状态主动上报：

睡眠状态：清醒状态/浅睡状态/深睡状态

当测试员在探测范围内睡眠时，雷达会实时的统计和判断人员，每10分钟时间内的翻身动

作大小和频率，通过采集到的相关数据来判断输出这10分钟的睡眠状态。

4.2.3 睡眠时长主动上报功能：

根据每次上报的睡眠状态进行时间累计上报，比如此刻上报了第二次的浅睡状态，则会跟

随上报浅睡时长20分钟。

4.2.4 睡眠质量评分主动上报功能：

睡眠质量评分是对完整的一段睡眠时间里睡眠质量统计判断输出相关评分，1~100分。上

报机制为入床清醒进入浅睡或者深睡后，再次清醒时则判断为一段睡眠时间，在最后清醒

状态上报的同时会输出睡眠质量评分。

4.2.5 呼吸频率检测:

呼吸频率：测试正常的呼吸次数;

呼吸频率信号：如有距离、范围等因素影响，输出憋气异常、信号好、运动异常、急促呼

吸异常状态。

4.2.6 呼吸频率检测:

体动强度：用来体现人动作大小或者距离雷达远近的一个参数功能点，数值为(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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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体征参数值 环境状态 描述

0 无人 环境无人

1 静止 只有呼吸而没有肢体运动

2-30 微动作 只有轻微头部或者肢体小动作

31-60 走动/快速肢体运动 比较慢速的身体移动

61-100 跑动/近距离大动作 快速身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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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指示灯

雷达含有一颗RGB灯，用于雷达配网及工作状态指示

 4.4、 按键

雷达含有一颗物理按键，用于设备重置配网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长按按键5s，设备指示灯熄灭时松开按键，指示灯快闪雷达进入配网模式；

 4.5、 灵敏度设置

毫米波雷达为电磁波收发探测目标，会受到周围环境中运动物体的干扰，可根据实际应

用场景调节雷达灵敏度，适配对应环境，灵敏度调节范围：1-10；

高灵敏度（7-10）：适用于环境干扰比较小，对检测灵敏度要求较高的场景，可检测细

微动作变化，如密闭空间、仓库、保险银行等；（注意此模式灵敏度过高容易受环境干

扰误判有人）

中灵敏度（4-6）：适用于普通室内场景如家庭、办公室、酒店等；（默认）

低灵敏度（1-3）：需大幅度运动才可触发，不容易受到窗帘、植物晃动造成的干扰，此

场景适用于走廊、停车场等场景。

灵敏度默认为7档；

指示灯状态 说明

红色指示灯慢闪 设备离线

红色指示灯快闪 设备配网

绿色指示灯常亮 雷达感应到有人

绿色指示灯熄灭 雷达感应到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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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历史记录

雷达检测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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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设备联动

可通过涂鸦APP“智能”，创建智能场景；

添加方式：点击智能-添加-添加触发条件，执行动作；（可配合涂鸦生态智能硬件

产品联动）

4.7、 睡眠报告

综合一天睡眠给出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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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见问题

5.1、无人情况，错误上报有人

说明：鉴于电磁波传播及处理复杂性，我们雷达在实际使用中会存在虚警现象，且

雷达使用环境会存在一些因素影响雷达，包括：

5.1.1 物理扰动：包括空调、风扇、电机等设施振动，猫、狗，老鼠、飞鸟等动物

经过，可能造成雷达对环境的误判；

5.1.2 空间电磁波扰动，包括雷达周边可能存在的大功率用电设备，电磁波密集场

所等，多雷达同时共存等环境因素，也可能造成雷达误判，此干扰项在居家，办公

场景很少，但是在工厂，工业环境会偏多；

5.1.3 电源扰动，主要是市电环境中关联设施设备造成的电源雷达串扰，造成雷达

供电不稳，导致输出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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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有人情况下误报无人

5.2.1 人体存在，超出雷达测试范围；

5.2.2 人体被金属遮挡，或者被特别厚的办公桌椅遮挡；

5.2.3 睡眠时侧身无法检测到身体呼吸微动动作，可能会短时间误判为无人。

5.3、指示灯&设备故障类型说明

设备故障类型
 

1、因结构或材料因素造成表面裂损

2、指示灯失效      3、重置键失效

4、WiFi连接失效   5、人体感应失效

注：出现以上设备故障且非人为造成，根据售后政策可直

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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