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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照明◎

1 引言
目 前， 国 内 外 学 者 针 对 智 能 照 明

的研究颇多，相关理论也逐步趋于成

熟。梁人杰 [1] 论述照明在城市规划与建

设中的发展过程，并以互联网技术为基

础，提出了将智能控制和固态光源进行

有效结合的方案。张荣明 [2] 等结合自身

的工作经历和现有的研究成果，阐述了

在我国不同领域中智能照明技术的发展

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孟祥彬 [3] 等人运用

AT89S52，并结合红外线和光电传感器

对信号进行收集处理，然后运用单片机

对控制灯做切断处理，研发了一种针对

教室照明的智能化控制系统。上述研究

主要运用网络技术构建智慧照明模型或

对智慧照明的现状以及发展态势进行研

究。

2 智慧路灯的发展现状
2.1 有效性不高

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展较国外晚，

且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

段，无论是在智慧城市发展的技术方面

还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

足。在智慧城市的管理层面，合理有效

地经营谋划是智慧城市最直接的管理方

式，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的智慧城

市未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方式，例如，在

一线实施单位与维护单位间存在信息沟

通不顺畅等现象，导致路灯从发生故障

到解决问题的时间较长，而且在巡视检

查层面也存在大量浪费人力和财力的现

象。

2.2 布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虽然在近

几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在智慧照明的数

据分析能力层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瓶

颈，从而导致我国智慧照明的优化布置

存在一定的不足。

2.3 光源较单一

在道路照明方面，我国主要使用高

压钠灯，但用此种照明方式存在严重的

弊端，如显色性能差、电能损耗较高和

路灯寿命较短等问题。

3 道路照明存在的问题
3.1 光污染严重

在现阶段，部分城市为营造建筑工

程豪华、高亮度的特点，安装了大量的

灯光照明设备，对夜晚出行的驾驶员以

及行人的视角平衡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居民的生态平

衡造成一定的影响。

3.2 资源浪费严重

根据调查分析可知 ：在夜晚 9 点以

后，小型城市人流和车流的密度较少 ；

12 点以后，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人流和

车流减少 ；凌晨 2 点以后，特大型城市

的车流和人流的密度也较少，但道路上

的照明设备几乎处于全开状态。照明设

备持续处于发热状态，不仅对设备本身

的寿命有一定损害，而且造成严重的资

源浪费。一些城市的道路照明设备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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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段开启，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资源，

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布置照明设备，从

而容易使道路照明出现盲点，导致事故

的发生。

4 智慧路灯模型的构建
4.1 智能路网终端的构建

新型的智慧路灯不仅可以提供照明，

同时还要具备感知、传递、收集和处理

信息的功能，为此，本文通过查阅国内

外研究现状，并汲取现有的研究成果，

构思出一种新型的智能路网终端模型。

通过运用此模型，可以有效实现分段控

制各路灯的照明亮度、路灯的工作个数、

优化路灯的布置并实时监控各路网的工

作状况。

由于影响智慧路灯照明的因素较多，

本文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际的

工程状况，筛选出 9 项影响智慧路灯照

明的主要因素，分别为 ：温度传感器、

噪音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亮度传感器、

烟雾感应器、空气污染检测器、ETC 读

卡器、监控装置以及红外感应器，并结

合核心控制单元、灯光照明设备和网络

接口等组成智能路网终端，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路网终端模型

4.2 智慧路灯控制系统

在上述终端的基础上，结合路段控

制器（每个路段各分配一个）、控制中心、

液晶显示屏、通信设施四大模块构成智

慧路灯控制系统，其工作原理如下 ：

各路段控制器将收集的各种信息数

据进行预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信息反

馈给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通过大数据和

云计算等技术进行缜密计算，并将计算

结果，即各路段的运行状况以及监控状

况显示在液晶屏上，同时计算出各路段

正常工作的路灯个数及灯光亮度，最后

通过通信设施传递给照明设备，从而实

现路灯的智慧照明。

5 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以智慧

路灯为基础
本文主要从智慧路灯在实时检测、

安全化的智慧照明体系、环境监测以及

其他方面产生的作用进行阐述。

5.1 实时的检测功能

要实现对路灯照明范围内行人以及

车辆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异常，需要

在路灯上安装摄像头和红光感应器，将

拍摄的视频上传至智慧城市互联网操作

台，并采用云数据存储技术永久保存数

据，从而达到后期方便查询的目的。通

过智能的安防体系及公安的天眼系统，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的安全系数。通

过使用摄像装置，可以对城市的重要地

区、名胜古迹等进行实时监测。

5.2 安全化的智慧照明体系

安全问题在智能化城市的建设和发

展中至关重要，城市安全不仅包括公民

的自身安全，还包括个人及城市的信息

安全。当今社会个人隐私极易被泄露，

城市要想健康稳定有序的运行，应确保

城市的安全问题。城市智慧照明系统作

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囊括了城市

建设的很多信息，为防止信息被不法分

子利用，应加强城市道路信息化的安全

建设。同时，城市道路照明是市民夜间

安全出行的重要保证之一，开启城市道

路夜间照明，为行人和机动车司机提供

安全的道路环境，进而降低城市夜间犯

罪率，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5.3 智慧的环境监测系统功能

智慧路灯中集成温度传感器可以预

测城市气温变化，湿度传感器可以检测

居民居住环境的湿度，噪声传感器可以

有效检测汽车的噪声危害，PM2.5 传感

器与空气污染检测传感器可以有效检测

工业或汽车尾气给居住环境带来的危害。

因此，智慧路灯上各种环境监测传感器

的集成可以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

5.4 节约能源

通过实时采集照明环境信息，实时

反馈人车流量和事故情况，实现“按需

照明”，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避免照明

开支的浪费。

6 结语
本文阐述了智慧路灯的发展现状，

并针对性地提出现阶段城市道路照明中

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相关研究成果，

建立智慧路灯模式，并梳理该模型的工

作原理，最后提出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规

划要紧紧依靠智慧路灯，此次研究成果

对智慧城市合理的规划建设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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