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简介
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
街道照明

将路灯并入物联网
 

gridComm 利用基于英特尔物联网平台的联网路灯，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

“远程控制灯光和读取

其电力数据的智能功能

为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

平奠定了基础。在基础

设施系统可满足基本

需求后，城市可部署 

gridComm 独有的混合 

PLC+RF 技术，对庞大

电力线网络附带的各种

物联网传感器生成的大

数据进行分析。”

— Nge Tuck Long

联合创始人兼销售与营销副总裁，

gridComm Pte. Ltd.

只需要打开路灯，安装 gridComm 控制器。当这种控制器的部署数量达到十万级，就可

以构成一个具有联网路灯的智能城市。每个照明设施含有一个模块，模块中包含可以在

城市电力线之间传输数据的  gridComm 芯片。然后，我们将成千上万个传感器连接到一

起，并将路灯控制网络收集的数据测量天气、污染、交通等情况。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gridComm 公司为城市电力线创建了智能网络，可控制路

灯，帮助城市每月节省数百万美元的用电和维护成本。

如今，我们经常见到走廊里的灯或路灯总是亮着，即使周围没有一个人。而一些急需照

明的地方却没有充足的照明设施。妥善处理上述两种情况有助于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照明

资源的有效分配。gridComm 开发的这款产品旨在通过部署基于传感器的照明系统，从

而实现上述目标。

gridComm 是新加坡的一家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公司，推出了街道照明设施管理解决方案

（SLMS），可利用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帮助城市跟踪用电量和路灯的工作情况，其特定

编程方式可以在特定时间调节灯光。

该解决方案采用了电力线通信（PLC）技术，可以利用 LED 灯供电电缆与网关设备进行

双向通信。为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和物联网传感器的连通性，gridComm 的混合方法在其 

18 个电力线数据通道之外添加了一个无线通道。该系统还支持在网关与云端服务器之间

建立无线或以太网连接。gridComm 发现了电力线通信技术在创建智能电网方面的重大

机遇，从而帮助电力公司或市政当局远程查看灯具网络运行情况，且无需派遣现场工作

人员。

gridComm 联合创始人兼营销和销售副总裁 Nge Tuck Long 表示：“这将颠覆城市对基础

设施的管理方式。让我们先从路灯开始。全球有 3-4 亿盏路灯。未来五年，其中 17% 将

升级为互联路灯。但路灯只是开始，我们的网络将覆盖整个城市。在路灯具备互联特性

后，我们可连接数千个传感器，以测量天气、污染、交通等情况，并通过路灯控制网络

传输这些测量信息。” gridComm 正致力于打造覆盖整个城市的网络，将现有的电力线用

作传输数据的支柱基础设施。这种有线系统可用于获取智能路灯获取的数据，并进行进一

步增强，加入射频技术，以实现对其他无线物联网传感器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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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力线基础设施的智能路灯和物联网传感器网络

图 1. gridComm 打造的基于英特尔® 物联网平台的智能路灯解决方案的架构和连接设计

gridComm 的业务模式可高效提供路灯网络解决方案。

gridComm 互联路灯的单价是 100 美元。他们还提供路灯控制

和分析软件，这是一项经常性收入来源。普通城市的路灯数量

大约为 100,000 盏，部署联网路灯的成本约为 1300 万美元，

每年可节省 1000 万的电力和维护成本，可以在 16 个月内收回

投资。

gridComm 的技术目前正在相关城市的路灯中部署，包括印度尼

西亚的三座城市：雅加达、占碑和孟加锡，以及中国的七座城

市：南宁、上海、洛阳、青岛、烟台、昆山和葫芦岛。目前，印

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正在开展智能路灯部署的第一阶段工作，

这些路灯能根据环境情况调节光线，并将其运行信息发送至市指

挥中心，从而可以进行预防性维护。最终，gridComm 的解决

方案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印尼唯一的本土专业 LED 

照明技术公司  PT. Siklon Energi Nusantara 的合作伙伴，联手负

责雅加达智能路灯的部署工作。

英特尔的可持续物联网之路

路灯非常适合安装传感器，并可轻松集成至 gridComm 的智能路

灯解决方案。借助该解决方案，互联路灯可成为监测整个城市的

低成本感测网络。该网络适用于添加应用，如停车和资产跟踪。

gridComm 的智能城市 API 利用 ADlink 工业控制器和英特尔® 物

联网网关，支持各种智能城市应用利用传感器和应用数据，从而

帮助城市领导者制定更合理的运营计划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为

实施这种智能照明解决方案，gridComm 需要 IT 专业知识。

英特尔物联网网关是英特尔与 Wind River 和迈克菲紧密合作的

成果。英特尔通过提供预集成、预验证的硬件和软件构建模块，

为 gridComm 提供了底层技术。

gridComm 的智能路灯解决方案在耐用性和可靠性方面通过了现

场验证，可以减少碳排放，能够成为 “智能城市” 建设的基础。

gridComm 提供了强大、基于 Web 的用户友好型管理解决方

案，可帮助电力公司和维护公司对很大范围内的路灯进行远程

集中监测、控制。这种先进的调度模块提供了自动化选项，可

以开/关或调节特定的路灯群组或某一盏路灯，从而大幅降低用

电成本。

智能路灯的特点和优势

打开和关闭路灯

gridComm 提供灯具级管理功能，可以轻松自动调节和开/关路

灯。这实际上意味着最终用户（路灯管理部门、电力公司、市

政当局）可非常灵活地选择预先制定的时间表，制定时间表或

手动管理每盏路灯，甚至可使用 Android 设备在路上完成控制

操作。

举例来说，普通城市的路灯数量大约为 100,000 盏。部署 

gridComm 解决方案将路灯转变为联网 “智能” 设备的成本约为 

1300 万美元，每年可节省 1000 万的电力和维护成本，可以在 

16 个月内收回投资。这一预测完全基于澳大利亚的当前的一个

项目做出。节省的成本取决于具体国家和相关的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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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灯光

当某一地段或某时间段的街道照明需要降低时，gridComm 的

智能路灯技术相应地调暗灯光。如果行人数量在凌晨 1:00 和 

5:00 之间大幅减少，那么可以考虑调暗灯光，从而大幅降低能

耗和 CO2 排放。

城市网络通信

控制器安装在电线杆或灯具内，通信设备则安装在电源控制柜

内。gridComm 可使用灯具与电源控制柜之间的电力线通信并

在机柜和中央办公室的服务器管理软件之间使用任何基于 IP 的

通信解决方案进行通信。此外，内置的高级信号中继机制可以

最大程度上保障街道照明网络的通信安全。

控制基础设施

除路灯管理外，gridComm 的 SLMS 几乎可以控制所有连接电

网的设备，包括天气传感器、污染传感器、交通量传感器、光

传感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喷水系统、电动门、接入点等。

这种强大功能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知道，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

之处，我们愿意接受不同城市的部署挑战。Tuck Long 表示：

“我们可在地震多发城市的电力网络中部署地震传感器，通过大

数据分析持续监控地震。同样，烟雾或热传感器可部署在偏远

地区，从而在火情失控前及时发现野外火灾。”
图 2. 假设 250W 的灯具调暗 40%

图 3. 相比其他现有解决方案，gridComm 的后端 GUI 更加友好，而且实现了真正的端到端管理



报告和维护规划

即使当路灯在白天关闭时，gridComm 也可从整个网络中接收

信息并进行编译。gridComm 的 SLMS 具有高级分析工具、故

障报告、可定制维护规划、日常自动备份和恢复程序等功能，

而且还兼容 Android* 系统，保证用户可以执行实时网络映射、

路灯清点和访问系统功能（即使在路上）。

优势

通过智能开/关、针对性渐进式调节、利用节能灯具实现高效功

耗管理和节能灯具，快速将用电成本降低多达 30%，同时可以

大幅减少人力成本，总体运营成本可降至原来的 90%。

智能技术可支持城市的未来发展吗？

有些很大的变化，也许您还没有注意到。在智能办公室工作的人

可能会发现，灯光会在有人进入办公室时自动打开，并在所有人

离开时自动关闭。

设想一下，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办公室、商场、超市和公共建

筑，而且会发生在街道。互联路灯可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充

足的光线，帮助市政当局节省电费和维护成本，并减少干扰光。

最重要的是，城市可以利用基于英特尔物联网网关的安全可管理

智能路灯平台，安装全新传感器，从而实现更多创新型智能服

务，进而改善未来民众的生活体验。

Tuck Long 解释道：“如今，全球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为了吸

引居民、游客和促进工业发展，城市需要创造友好的氛围。简言

之，城市自身需要成为品牌。优质的智能路灯可帮助提升城市的

安全性和吸引力，提高城市品牌辨识度，打造有吸引力并有别于

其他城市的独特城市标牌。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时代，

面临着无限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些机遇，将人和城市作为增

长和发展的核心。”

使用 ADLINK*  

物联网网关简化集成
ADLINK* 基于英特尔架构的网关解决方

案可化解物联网集成挑战。MXE-100i 

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出色的连接性及安全性和可管理

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可以更快地将

终端数据转化为实际价值。

MXE-100i 基于英特尔® Quark™ 系统芯片 X1021，集成

了 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XT 和迈克菲嵌入式控制，

搭配 ADLINK 的嵌入式 SEMA 云解决方案可提供物联网

运营所必需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

有关 gridComm 及其解决方案产品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www.gridComm-plc.com/

有关英特尔® 物联网技术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www.intel.cn/content/www/cn/zh/internet-of-
things/overview.html

有关 ADLINK* 物联网网关平台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www.adlinktech.com/Industrial-PCs-Fanless-
Embedded-PCs/IoT-Gateway.php?utm_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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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平均每盏路灯以设计的调暗后亮度工作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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