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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城市的更优方式
       而互联的街道照明设备可以使城市更加宜居，实现可持续发展。

维护街道安全

节约能耗

降低维护费用

1. 
2. 

Northeast%20and%20Mid-Atlantic_1-27-15.pdf
3. www.theilp.org.uk/documents/gib-market-report/gib-market-report-low-energy-streetlighting-feb-2014.pdf
4.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news/population/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2014.html
5. www.bbc.co.uk/news/uk-politics-30569215
6. www.theclimategroup.org/what-we-do/news-and-blogs/the-climate-group-calls-for-all-city-street-lighting-to-switch-to-led-by-2025

report-reveals-carbon-and-cost-savings/

      传统的路灯低效、缺乏灵活性、维护费用很高。

       良好的街道照明使我们的社区更加宜居，同样能使我们的居民和游客从中受益。
它能使我们的街道更加安全，我们的城镇更具吸引力。但街道照明也是昂贵的。例如，在美
国，路灯照明的花费占市政电费的40％。英国每年耗资大约3亿英镑用于城镇、乡村、城市和
偏远地区的街道照明。

        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今天，全世界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
升到66％。随着城市的发展，能源的使用也在增加。

        能源价格上涨将进一步加重公共财政负担。在许多情况下，市政部门控制成本的唯一机
制是将灯光调暗，甚至熄灭。在英国，三分之二的市政部门通过熄灭或调暗灯光来节约资
金， 但这样做可能会增加犯罪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危及公共安全。

       许多地方政府已开始推进灯光替代方案，转向使用更节能的LED节能灯。气候组织报告指
出，使用LED节能灯可以节省50％至70％的能源。 同时，通过在街道照明系统中增加智能功
能，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行成本。

       日常维护是街道照明花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许多市政单位依赖于传统的纸笔
记录和人工操作进行持续的维护。当有多个市民报告某个路灯需要维护，或者夜班工作人
员定期巡视某地区检测到问题之后，他们才能发现某只灯泡烧坏了，或者某个路灯需要维
护，这种方式的维护成本也十分高昂。他们可能要在街道上查看许多灯柱后找到这只灯
泡——这不仅耗费时间，而且成本巨大。显然，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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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占世界
能源消耗的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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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有可能
使能源成本降低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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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不仅仅
是节约成本
       智能照明系统不仅能帮您降低成本、还能减少碳排放，
更易于您管控。

沃达丰和飞利浦联合推出智能照明系统

7. www.gartner.com/newsroom/id/3093717

       智能照明系统采用互联的灯泡、集中的管理软件和服务来对您的灯具实
现精确控制。这不仅让您能更好地了解使用情况，而且也能帮助您提供满足
市民和员工需求的照明。

      飞利浦照明系统-CityTouch与沃达丰物联网（IoT）技术的结合,诞生了
领先的解决方案。凭借沃达丰全球网络的可靠性和覆盖面，您将拥有最先进
的街道照明管理系统。这种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具有如下特点：

       灵活性：您可以使用远程管理工具，优化每一盏灯的调光方案 —— 帮
助您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光污染，降低碳排放。

       准确性：中央管理系统能对您的每一盏灯进行监控，使您能准确测量和
追踪能源消耗情况、核算能源费用，甚至能通过监测用电量的异常水平来识
别能源盗窃。

       高效性：您可以收到断电的实时通知，并精确定位灯源位置，节省您的
宝贵时间和精力。 同时这也为您节省了维修人员的劳动力，使他们的工作更
有效率——并且减少您接听公众电话的数量。

       安全性：智能照明不仅仅能自行调暗灯光：当需要时，您还可以调亮灯
光。例如，在音乐会现场调亮灯光；或者在天气恶劣时调亮灯光，让街道上
的行人和道路使用者更加安全。



端到端的无缝解决方案

      使用互联照明设备将使您的城市更清洁、更安全、
更有活力 —— 欢迎使用未来智能照明设备。

 

飞利浦照明系统-CityTouch
简化您的照明事务

软件应用

这些是我们解决方案
的核心，为您的整个
城市提供接近实时的
监控和详细数据。

  

照明设备资产

我们为您的城市设计
灵活而独特的多种飞
利浦CityTouch产品。

 

平台

为您量身定制直观、
个性、安全的飞利浦
CityTouch平台，让您
实现完全可视化控制。

 

服务

我们可以帮助您管理
从数据输入到资产管
理的整个城市照明
系统。

 

飞利浦CityTouch

一体化 资产数据设置 用户界面

照明资产管理 远程照明管理 独立灯位管理 团队管理

安全

服务平台

路灯

软件应用 照明资产无线连接技术

欲了解更多关于飞利浦CityTouch请登陆www.philips.com/citytouch

房间照明

     飞利浦照明系统-CityTouch是针对城市规划部门和当地政府
推出的一种端到端的路灯管理系统，结合互联照明设备、直观的
“软件即服务”应用程序及专业服务，来帮助您改造城市照明系
统。

      该方案结合全球照明领导者飞利浦的照明设备及照明解决方
案和沃达丰物联网连接技术，创造了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基于公共
蜂窝网络的解决方案。

       即插即用的安装方式可以让您很容易地自动完成综合资产
注册，这不需要当地网络（支持）或任何额外的硬件——您可
以放心实现路灯安全自动化连接。并且，这个系统推出了简易的
“一年一灯”的缴费制度，您只需要支付所需灯具使用的费用。

      目前已有超过35个国家，600多个来自市政机构或者超大城
市的客户选择飞利浦-CityTouch，来管理他们的道路照明。

工作流程客app
飞利浦CityTouch

连接app



监控

停电时系统将自动向您发送通知，
便于您立即启动工作流程。系统对
不同严重程度的故障类型进行配置，
帮助您详细了解照明设备不能工作
的原因。

管理

您可以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控制
和调节某盏路灯，某条街或整个街
区的路灯亮度。您也可以根据具体
需求来调节路灯亮度，如调亮路灯
来提高安全性和可视性，或调暗路
灯以节约能源，预防光污染。

测量

系统对每盏灯的精确测量意味着
您将知道在哪使用了多少能源。
这有助于您对未来方案和计划
进行评估。此外，精确的电能计
量也意味着您可以核算能源花费。

    飞利浦CityTouch连接应用让您可以实时的通过任何一个标准的网络浏览器对所有联网路灯实行安全的远程管理。

      采用最先进的资产管理系统，您将能够远程管理和监控照明基础设施，
只需用鼠标轻轻点击便能轻松改进照明设备的具体工作流程。

分析

快速了解您的城市照明基础
设施和性能指标。

计划

通过制定和管理工作计划优化
流程。

维护

预测灯具的使用寿命周期并进行
预防性维护。

管理工具。

飞利浦CityTouch
—让你轻松掌控

欲了解更多关于飞利浦CityTouch请登陆www.philips.com/citytouch

飞利浦CityTouch工作流程应用程序为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和照明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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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慧城市做好铺垫
     智能照明将对城市和乡镇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智能照明只是开端
     欧盟委员会已投资8000万欧元用于欧洲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包括智能表计、
空气质量监测和交通控管等一系列应用。《智慧城市和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
已将智能路灯列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开端。

    其它智能城市设施可以基于智能路灯系统拓展：

城市传感器

城市服务

8. www.ledsmagazine.com/articles/print/volume-11/issue-8/features/last-word/intelligent-lighting-paves-the-way-for-the-smart-city.h
9. www.technology.ihs.com/api/binary/520405

      一旦您将路灯连网，它们就成了部署其他智慧
城市应用的便利资源。通过在路灯上安装环保传感
器，您可以密切监测环境污染程度。实时获取这些
数据可以让您实施灵活的污染治理费用制度，当污
染程度加重时，司机将会考虑可替代的交通方式或
者交通路线。

      您可以使用连网路灯提供智能标识，为司机提
供最新的交通或天气状况，甚至为他们指引最近的
免费停车位。电动汽车司机也可以从中获益。德国
宝马汽车公司（BMW）已经在慕尼黑进行了试点，
即电动汽车主能利用任何一盏智能路灯充电。

城镇规划

噪声控制

      像飞利浦CityTouch这样的智能照明解决方案，
能使用动态探测器来调节符合市民所需的照明。此
外，动态探测器可以用于测量人流量，便于城市规
划部门更深入的了解都市新增人口的动态，这些人
口的动态信息对于改善城市管理计划非常重要。比
如城市人口的变化需要警力也做调整。

      在联网路灯上部署噪音监视器能用于检测干
扰，甚至可以将这些智能系统连接到实时的闭路电
视和社区安全警报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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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资产监控。

2. 提供最先进的物联网连接技术。

3.

4. 

5. 可信赖的承诺：您已拥有了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们为您提供所需要的一切
在沃达丰，我们拥有您在部署运行智能照明系统时所需要的工具和和技术。

完全的端到端的支持：  简易的在线管理：   

灵活性：   最先进的安全保障：   

成功之路
      我们为您解决技术之忧，让您专注于创造一个更智慧的城市。
     我们将展开如下在五个步骤的行动：

 

         沃达丰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是我们物联网服务的核心平台，我们的平台将为您简化智能
照明解决方案的管理。它是一个功能强大、安全性高、管理集中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您能从中获得的好处有：

智能道路照明只是个开端。我
们的管理平台是您实施其他智
能城市项目的跳板，不但支持
多种SIM卡类型，还在不断拓
展平台的功能以满足您的多种
需求。

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
们知道这对您也同样重要。无
论是保护物联网终端或者加密
端到端的数据连接，我们都为
您提供全方位的安心解决方
案。

使用我们的物联网连接管理平
台，您能在运营中心管理所有
的SIM卡，无论它们位于繁华
的城市地段还是安静的乡村小
巷。通过我们易于操作的界
面，您能设置数据阈值，指定
所需的服务，并在您的所有智
能设备上运行诊断程序。

我们将与您紧密合作，创建符
合您需要的智能照明解决方
案。即使夜幕降临、万家灯
火，我们1400名兢兢业业的
物联网专家团队仍然会365天
不间断地接听您的来电。

照明对于创建智慧城市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开
端。我们能帮助您熟悉物联网技术并实现路灯
一体化，帮助您处理断电问题，监控您资产的
周边状况。

通过使用我们的工具，您可以对您的物联网连
接设备实现完全监控，您也能实时了解每张SIM
卡的状态，并在发生任何问题时接收警报。

为了能充分利用您的街道照明解决方案，您需要触
手可及的实时数据信息。但是，对于偏远地区或者
是信号覆盖差的地区来说，实现这一点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推出了包括固定线路、卫星和窄带物联网
在内的多种不同类型的连接方式来匹配您的物联网
部署。

灵活便利。
物联网使得数据收集变得更简单、更高效，但其真
正的价值来自于数据分析。通过我们的物联网连接
管理平台，您可以充分利用您所拥有的智慧城市管
理应用，轻松管理包括建筑物能源消耗和智能垃圾
收集服务在内的一切事项。

沃达丰正在与全球各地的公共部门组织携手合作，
改造我们的未来城市。凭借我们的领域专长和专业
知识，您将实现建设美好未来城市的愿景。对同一地方所有设备运行进行统一监控。

使用沃达丰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我们可以帮助您
监控物联网设备资产。您可以运行、操作和拥有这
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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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尽在手中
     来自世界两大领先技术公司联合推出的互联街道
照明解决方案。

公共部门体验

引领物联网之路

简化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你的地盘你做主

      20多年来，沃达丰一直专注于为公共部门客户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目
前我们已拥有4000万个物联网连接。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客户改善城镇
建设：保障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市政解决乱扔垃圾和故意破坏公共
财物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保障单个工人的安全；当然，我们还与智能照明解
决方案领导者伙伴进行通力合作。

       我们拥有专业的物联网技术，受到了客户和同行的一致认可。我们也获
得了来自Analysys Mason和Machina Research等行业领先分析机构的高
度评价，并凭借M2M管理服务被评为Gartner魔力象限-“领导者”的头
衔。

       建设未来智慧城市是一项挑战，知道从哪里着手并不容易，但类似智能
照明这样的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将帮助您迈
出第一步，您将在方案书里看到可以演示投资回报率的工具，从而为当地社
区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的1400名物联网专家团队将确保您在业务中利用
最佳的实践和理论方法来部署物联网，确保您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沃达丰可以帮助您建立自己的城市网络，在同一个地方运行您所有的物
联网智能服务设备。您可以安装不同的桌面应用程序，实现从交通管理到智
能照明系统等所有设备之间的互通操作。这种安全、灵活、性价比高的网络
可以连接所有类型的物联网设备，帮助您完全管理智慧城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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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利浦照明（阿姆斯特丹欧洲证券交易所代码:LIGHT），是专注于照明产品、
系统和服务的全球领导名牌，拥有开创商业价值的创新技术，提供丰富的用户体验，
改善生活水平。我们为专业领域和普通消费者市场提供服务，引领行业利用物联网
技术改造住宅、建筑和城市空间。2015年，我们的销售额已突破75亿欧元，在70多
个国家拥有约36,000名员工。
获取飞利浦照明公司资讯请访问：
www.newsroom.lighting.philips.com

飞利浦在2015年照明设
计大奖会上荣获
“年度照明控制产品”。

欲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充分利用物联网实现业务转型
请访问http://www.vodafone.com/business/iot/china或发送邮件
至iot.china@vodaf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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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达丰集团2016。本文件由沃达丰集团保密发布，在没有获得沃达丰明确的事先书面
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其进行整体或者部分复制。沃达丰和沃达丰标志是沃达丰集团的商标。
文件中提到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其所有者的商标。此出版物内包含的信息在将
进行打印时均真实有效。任何对此信息信任的接受者也须接受本信息带来的风险。沃达丰
的任何成员不对使用信息的后果负责。信息以变化为准。沃达丰在对服务进行更改、增补
或者撤销时，不会做出事先声明。所有的服务都以条件和条款为主，可以按要求提供条件
和条款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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